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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詩詞新編》初探

鄧昭祺
香港珠海學院文學與社會科學院

摘要
汪精衛除了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外，還是出色的詩人，他的詩詞集《雙照樓詩詞藁》自從
1930 年開始便有多種不同版本問世。他的後人最近把多年來搜羅及整理汪氏遺著所得的極珍
貴文獻，彙集成六冊《汪精衛與現代中國系列叢書》
，在今年内付梓，其中《汪精衛詩詞新編》
一冊，輯錄了 130 張汪氏詩詞手稿影印件，13 首未收入《雙照樓詩詞藁》的詩詞抄本，以及汪
氏女婿何孟恆的《雙照樓詩詞藁》讀後記。毫無疑問，這本《汪精衛詩詞新編》是目前所見最
詳盡的汪氏詩詞全集。從這些詩詞手稿來看，作者對詩詞創作的態度一絲不苟，他的一些作品
的手稿多達四五個，而同一手稿的個別詞句，往往經過反覆修改然後才敲定。讀者從這些手稿
中，可以窺見汪精衛詩詞創作的心路歷程。本文選取汪氏的〈山行〉詩和〈朝中措〉詞，詳細
分析比較各個手稿，藉以説明作者精益求精的創作態度和純熟高超的藝術造詣。

關鍵詞：汪精衛、
《雙照樓詩詞藁》、《汪精衛詩詞新編》、詩詞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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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1883-1944）原名汪兆銘，字季新，號精衛，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極具影響力的人，
也是一位出色的詩人。由於他晚年投靠日本，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
，並擔任國民政府代主
席及行政院院長，自此被視為叛國者。雖然後代對汪精衛的評論大都集中在他的政治方面，但
其實他「在本質上應該是一位詩人」。1 他一生創作了 400 首詩詞，數量比不少著名「專業」
詩人還要多。他的詩詞集《雙照樓詩詞藁》自從 1930 年開始便有多種不同版本問世。最近，
他的後人把多年來搜羅及整理汪氏遺著所得的極珍貴文獻，彙集成六冊《汪精衛與現代中國系
列叢書》
，已於今年付梓，其中《汪精衛詩詞新編》一冊，輯錄了 130 張汪氏詩詞手稿影印件，
13 首未收入《雙照樓詩詞藁》的詩詞抄本，以及汪氏女婿何孟恆（1916-2016）的《雙照樓詩
詞藁》讀後記。毫無疑問，本書是目前所見最詳盡的汪氏詩詞全集。汪氏曾經說過，他「平生
所為詩，有操筆即成，有歷久塗改乃成者」。2 據本書所附汪氏親手所寫的詩詞手稿影印件來
看，作者對詩詞創作的態度一絲不苟，他的一些作品的手稿多達四五個，而同一手稿的個別詞
句，往往經過反覆修改然後才敲定。讀者從這些手稿中，可以想見汪精衛詩詞創作的心路歷程。
1944 年，汪精衛因多發性骨髓腫而在日本的醫院治療時，曾對前來探訪的親信表露心聲：
生平的思想旨趣，都跟隨著時勢的變遷，陸續發表為文字和言
論，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而真正能夠代表我内心的就是「雙照
樓」詩詞。3
可見他認為只有詩詞才能夠真正代表他的内心。現時呈現在我
們眼前的汪精衛雙照樓詩詞初稿、二稿、三稿等，除了説明作
者精益求精的創作態度外，還讓我們窺見作者内心及行文運思
的演變過程，是極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下面舉出〈山行〉詩和
〈朝中措〉詞以説明這些資料的價值。

圖一：〈山行〉初稿

從 1920 年開始，汪精衛曾多次遊覽江西廬山，並且寫了
不少紀遊詩，其中一首〈山行〉寫於 1932 年。本書共收錄五個
〈山行〉詩手稿，包括定稿。
「永泰版」
《雙照樓詩詞藁》頁 61a
4
所載刊印本文字與定稿文字相同：

箕踞松根得小休，蟲聲人語兩無尤。雲從石鏡山頭起，水向鐵船峯上流。初日乍添紅果
豔，清霜未減綠陰稠。匡廬自是多顏色，要放千林爛漫秋。5
我們可以從稿件改動的情況，大致推斷五個手稿寫作的先後次序。本書頁 147 所載的手稿，應
該是初稿。這個初稿緊貼在上一首詩後面，二詩並無明顯分界。
書影第一行是上一首詩尾聯，第二行開始才是〈山行〉詩首聯。汪精衛曾經反覆修改這個
稿件，不過他有時並無清楚標示哪些是修改後的文字，因此令人頗難理出頭緒。例如初稿第二
句，按道理應該是緊隨第一句「班坐松根得小休」之後。我們細心檢視，就會發覺作者在這個

1

余英時語，見汪孟川註釋：《雙照樓詩詞藁．序一》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7 年第 5 版），頁 28。
汪精衛著，何孟恆編著：
《汪精衛與現代中國系列叢書：汪精衛詩詞新編》（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頁 76，
〈孚加巴斯山
中書所見〉何孟恆「題註」
。
3 《汪精衛與現代中國系列叢書：汪精衛詩詞新編．編輯前言》
，頁 XIV。
4 「永泰版」指由汪精衛長女汪文惺珍藏、長子汪文嬰於 1950 年代在香港出版的《雙照樓詩詞藁》
。
5「漫」字定稿作「熳」
，見《汪精衛與現代中國系列叢書：汪精衛詩詞新編》
，頁 68。「爛熳」古同「爛漫」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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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上，最先寫的是「道逢野老亦勾留」一句，後來他把整個句子刪掉，在此句右邊寫了「初
陽靜穆」四字，其餘三字並無寫出。這四字也被刪掉，然後他在「道逢」句左邊寫了「雲移峯
影白悠悠」七字，大概是想用此七字作為詩的第二句，不過此句被他放入括號内，應該也是刪
掉的意思。這樣此初稿就好像缺少了第二句。不過我們根據定稿文字推敲，第二句應該是寫在
整首詩後面的「蟲聲人語兩無尤」
，而整個初稿的文字如後：
班坐松根得小休，蟲聲人語兩無尤。依依鑑水黃花靜，藹
藹含風綠樹柔。赤足寺僧分野菽，丫頭村女摘山榴。匡廬
自是多顏色，要放千林爛漫秋。6
從圖一初稿的書影可以見到，作者原先用「箕踞」作首二字，後
來刪掉，改用「班坐」代替，但定稿卻改回「箕踞」
。
「箕踞」指
隨意伸開兩腿，像個簸箕一樣席地而坐，在古代是一種不拘禮節
的坐法；
「班坐」是列班或依次而坐，與「箕踞」比較起來，這
種坐法顯得有點拘謹。在遊山玩水時，用「箕踞」來描寫坐姿，
似乎較為貼切。陶淵明（365-427）
〈遊斜川〉詩有「班坐依遠流」
句，汪精衛自小熟讀陶詩，熱愛陶詩，或者他寫〈山行〉詩首句
圖二：〈山行〉定稿
時，想起這句陶詩，因而把原先寫的「箕踞」二字塗去，改用「班
坐」
。7 陶詩的「班坐」用得很妥帖，因為他是與幾位鄰人一同坐在小舟上出遊，而且從〈遊斜
川〉序文的「各疏年紀鄉里」一句，我們可以推想他們可能是按照年紀長幼依次而坐。汪精衛
在其他幾個手稿中或用「班坐」，或用「箕踞」，而最後決定使用「箕踞」
，可見他詩歌裏的詞
語，都是經過反覆推敲及不厭其煩地修改而得來的。
初稿頷聯是「依依鑑水黃花靜，藹藹含風綠樹柔」，其中「藹藹含風綠樹柔」一句，有值
得商榷之處。此句說茂盛的綠樹在風中顯得柔軟，這種描寫顯得有點不太自然，因為我們通常
只會用柔軟來形容樹枝或樹葉，很少用來形容茂盛的樹。大概作者也覺得這樣寫法有點問題，
所以他曾經考慮把「樹柔」改為「葉柔」
。關於這一點，我們從此詩定稿後面所附的兩行文字，
可以看到端倪。本書頁 150 的〈山行〉稿件，文字與刊印本相同，應該是定稿。
‧
我們要留意的是寫於此定稿後面的「冒雨孤花峭，含風眾葉柔」兩個五言句，此二句應該
是〈山行〉詩頷聯的其中一個選擇。它們雖然是五言句，但作者只要在句字開頭各自加上「依
‧
依」、「藹藹」等疊字，就可以把它們變為七言句「依依冒雨孤花峭，藹藹含風眾葉柔」
。這兩
個添字拼凑出來的七言句，應該比初稿的「依依鑑水黃花靜，藹藹含風綠樹柔」優勝。「藹藹
‧
含風眾葉柔」一句，把「樹」改為「葉」，較合情理，用「柔」來形容在風中搖曳的樹葉，是
妥帖自然的。
初稿的頸聯「赤足寺僧分野菽，丫頭村女摘山榴」，對仗工整。頷聯「依依鑑水黃花靜，
藹藹含風綠樹柔」寫山行所見景物，頸聯則寫山行所遇人物，一靜一動，是很不錯的寫法，但
作者在定稿中沒有採用這兩句作頸聯。定稿的頸聯是「初日乍添紅果豔，清霜未減綠陰稠」，
紅果綠陰，色彩鮮明。尾聯是「匡廬自是多顏色，要放千林爛熳秋」，二句說廬山的秋天五彩
6
7

初稿與定稿文字有出入的地方，用底綫標示。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頁 84。

155

《汪精衛詩詞新編》初探

繽紛、繁富絢麗。在定稿中，頸聯和尾聯都是寫廬山令人印象深刻的顏色，頸聯是分說，尾聯
是總說，二聯配合得自然緊湊。初稿的頸聯是「赤足寺僧分野菽，丫頭村女摘山榴」
，而尾聯
和定稿一樣，都是「匡廬自是多顏色，要放千林爛熳秋」。頸聯寫山行所見人物，尾聯則寫廬
山林木色彩鮮明美麗。兩聯之間的關係，似乎不及定稿那樣緊密。總的來說，定稿的内容、文
字和結構，較初稿優勝。
二稿的文字與定稿也有頗大差別：
班坐松根得小休。蟲聲人語兩無尤。亭亭過雨紅芳勁，藹
藹含風綠樹柔。石鏡山前霞散綺，鐵船峰下水鳴璆。匡廬
自是多顏色，要放千林爛熳秋。8
「亭亭過雨紅芳勁，藹藹含風綠樹柔」二句，有值得商榷之處。
上句寫紅花在雨後仍然直立勁拔，下句大概為了與上句的意思相
對，就說茂盛的綠樹在風中顯得柔軟，以「柔」對「勁」
，本來對
得工整，但是正如上文所說，用「柔」來描寫樹木在風中擺動的
情況，是不太自然的。
「花(芳)勁」
、
「樹柔」
，對仗雖然工整，但意
思卻有點彆扭，因為在一般人心目中，
「花柔」
、
「樹勁」似乎更合
情理。
本書頁 151 和 153 還有兩個〈山行〉手稿的影印件。這兩個
手稿的寫作先後次序，無法確定。它們和定稿相比，只各改動一
字，這裏不再論述。

圖三：〈山行〉二稿

下面討論汪精衛寫於 1943 年的名作〈朝中措〉
，這首可能是他的絕筆詞。據「永泰版」
《雙
照樓詩詞藁》頁 96a-96b 所載，此詞刊印本文字如後：
〈朝中措〉
重九日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
卻興亡」，悲不絕于心，亦作一首。
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
斜陽。
闌干拍徧，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
水，能禁幾度興亡。

圖四：〈朝中措〉初稿

在《汪精衛詩詞新編》中，共有兩個〈朝中措〉手稿影印
件，其中一個有小序的，應該是初稿，其餘一個是定稿。
現在先看圖四的初稿：

〈朝中措〉
重九日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卻興亡」
，悲不絕于（
「于」後原有「予」

8

《汪精衛與現代中國系列叢書：汪精衛詩詞新編》，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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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心，因破戒和（「和」原作「步」）其韻，然亦但和（
「和」原作「步」
）此一韻而已。
荒城殘堞暮煙蒼。隄水引愁長。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
危闌四望，人間何
世，日日滄桑。待得山川重秀，再來閒話(「閒話」二字原作「俛仰」)興亡。9
小序「因破戒和其韻」的「和」字，原作「步」
，後來改作「和」
。所謂「和其韻」就是指作「和
韻詩」。「和韻詩」與「步韻詩」是兩種不同的「和詩」。吳喬（1611-1695）
《圍爐詩話》云：
夫和詩之體非一意，如問答而韻不同部者，謂之和詩；同其部而不
同其字者，謂之和韻；用其字而次第不同者，謂之用韻；次第皆同，
謂之步韻。10
「和韻」是指用原詩韻部押韻，韻腳不須要與原詩相同；
「步韻」是
指使用原詩韻腳的原字押韻，而韻腳之次第與原詩相同。這裏所討
論的「和詩」種類，同時適用於詞。元遺山的〈朝中措〉所用的韻
腳是「量」
、
「忘」
、
「陽」
、
「光」
、
「亡」
。11汪詞初稿所用的韻腳是「蒼」
、
「長」
、
「陽」
、
「桑」
、
「亡」
，與元詞並不完全相同，所以汪精衛把小
序的「步韻」改作「和韻」是正確的。汪氏在詞的小序裏原先寫的
是「步其韻」
，大概他最初想用元詞的韻腳原字依次押韻，不過後來
改變主意，只用元詞韻部押韻，因此把「步」改作「和」
。

圖五：〈朝中措〉定稿

刊印本〈朝中措〉的首句「城樓百尺倚空蒼」
，氣局豪邁，顯現
出作者廣闊的胸襟，也很切合他在詞中所寄寓的壯志難酬的憤慨。
初稿首句「荒城殘堞暮煙蒼」
，則是一般婉約詞的寫法，風格截然不
同。

刊印本下片開首幾句是「闌干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
。
「闌
12
干拍遍」語出辛棄疾〈水龍吟〉詞：
「把吳鉤看了，欄干拍徧，無人會、登臨意。」 汪詞的「闌
干拍遍，心頭塊壘」是說作者好像辛棄疾（1140-1207）那樣，希望藉拍打闌干來抒發胸中抑鬱
苦悶之氣。作者登樓縱目，眼見山河破碎，自己空有救國之志，卻苦於無力旋乾轉坤，因而生
出鬱悶難平、有志難伸的激憤，這種激憤，只能靠拍打闌干來發泄。初稿下片開首三句「危闌
四望，人間何世，日日滄桑」，不過是泛泛之論，内容缺乏深意，不及「闌干拍遍」三句那麼
感人。
最末二句，刊印本作「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
，是極沉痛語。作者登樓遠望，只
見干戈滿地，祖國正受到戰火摧殘，於是不由得問祖國的美好河山，究竟還能夠經受得多少次
覆亡呢？相較之下，初稿「待得山川重秀，再來閒話興亡」二句，便顯得有點語焉不詳，而且
遣詞用字的效果，給人一種閒話家常的輕浮感覺。
〈朝中措〉的定稿，並無詞題，也無小序：
9

同前註，頁 234。
吳喬：《圍爐詩話（及其他二種）》
（
《叢書集成初編》
，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北京第一版）
，頁 13。
11 元遺山〈朝中措〉
：「時情天意枉論量。樂事苦相忘。白酒家家新釀，黃花日日重陽。
城高望遠，煙濃草澹，一片秋光。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
卻興亡。」見趙永源：《遺山樂府校註》（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年）
，頁 461。
12 鄧廣銘：
《稼軒詞編年箋注》
（增訂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頁 3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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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城」原作「危」）樓百尺倚空（
「倚空」原作「暮Ο」
，
「暮」後一字只寫了開頭部
分，無法推斷）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
闌干拍遍，心頭
塊壘，眼底風光（此三句原作「心頭塊壘，眼前風物，一樣悲涼」
）
。為問青山綠水，能
禁幾度興亡。13
我們可從稿件的刪改痕跡，見到作者原先所用詞句。
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下片開頭幾句。定稿的「闌干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幾句，原
作「心頭塊壘，眼前風物，一樣悲涼」。毫無疑問，原先三句缺少了修改後的三句所蘊藏的那
層深意。
「永泰版」
《雙照樓詩詞藁》的扉頁也載有〈朝中措〉詞手稿的影印件，這個應該是此
14
詞的上版稿本。
從書影中可以見到「眼底風光」的「風光」二字，原作「滄
桑」
（「桑」字只寫了起筆「又」部分）
。此二字在定稿中原作「悲
涼」
（參圖五）
。由此可以推斷，作者登樓所見風物給他的第一
個印象，是令他感慨萬千、悲不自勝的。
比較初稿和定稿，除了可以欣賞作者句斟字酌的嚴肅創作
態度外，大概還可以推論出作品裏精警的句子。在〈朝中措〉
的初稿和定稿中，只有「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兩句
的文字完全一樣，沒有經過任何改動，這兩個大抵是令作者感
到十分滿意的佳句。二句是説，在百花凋零的重陽節，只有菊
花盛開，這些「點出秋光如畫」的菊花，15 為秋日傍晚時分增
添色彩，好像使斜陽停留多一會兒。「斜陽」在我國古代詩詞
中，往往比喻走向衰落的事物，在〈朝中措〉裏它應該是比喻
氣息奄奄的國勢。詞裏的「黃花」，大抵比喻那些包括作者在 圖六：永泰版《雙照樓詩詞
內，有志挽救國家的人。這兩個比喻句是說，雖然國勢像滿地 藁》扉頁
落葉那樣衰落，作者還是企圖力挽狂瀾於既倒，盡量使國家能
夠支撐下去。香港堅社詞人林汝珩（1907-1959）大概也很欣賞「黃花」句，他在〈思佳客〉詞
中所說的「嗟一髪，歎三桑，黃花難得駐斜陽」
，就是慨嘆汪精衛等有志之士無法拯救衰微的
16
國勢。 所謂「一髪」是指當時中國被日本侵略，正在處於千鈞一髮的危急時刻；
「三桑」是
三株扶桑，即傳説中日出其下的神木，後用來比喻輔弼之臣，在這裏大概是指孫中山的二位得
力助手——汪精衛和胡漢民（1879-1936）
。汪氏〈朝中措〉裏的「滿地」二句，最能見到他「胸
次之涵養與性情之流露」
，這種句子，「能令讀者往往愛不忍釋」。17
這本《汪精衛詩詞新編》除了提供大量作者的手稿影印件外，還輯錄了汪精衛大女婿何孟
恆的《雙照樓詩詞藁》讀後記及註解，這些也是很有參考價值的資料。例如，汪精衛晚年寫了
一首很有名的詠物詞〈憶舊遊．落葉〉
：

13

《汪精衛與現代中國系列叢書：汪精衛詩詞新編》，頁 235。
同前註，頁 4。
15 語出汪精衛〈疎影．菊〉詞，見《汪精衛與現代中國系列叢書：汪精衛詩詞新編》
，頁 88。
16 林汝珩著，魯曉鵬編注：
《碧城樂府》（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39。
17 曾仲鳴在〈小休集跋〉說：
「顧先生（筆者按：指汪精衛）之詩，雖自以為與革命宣傳無涉，不欲出而問世，然其胸次之涵養與性情之流露，能令
讀者往往愛不忍釋。
」轉引自汪夢川註釋：《雙照樓詩詞藁》，頁 37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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歎護林心事，付與東流，一往淒清。無限留連意，奈驚飊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
渺，回汐又重經。有出水根寒，挐空枝老，同訴飄零。
天心正搖落，看菊芳蘭秀，
不是春榮。摵摵蕭蕭裏，要滄桑換了，秋始無聲。伴的落紅歸去，流水有餘馨。儘歲暮
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18
何孟恆對這首詞寫了兩個題註，「題註一」云：
寫當時離開重慶出國的心情。涵林時爽「殘葉」
、龔定盦「落紅」句，去國情懷，不盡
依依。
「題註二」云：
戊寅（二十七年）去國作此故國之思，留連往復，低迴無限。而託於落葉以寫衷心，聲
情之勝可以迴腸蕩氣矣。曾書以寄陳樹人，竟不得報。世無解人，有之；亦怵於環境，
噤不敢聲，如此赤心猶不得白，夫復何言。
何孟恆認為這首詞寫於 1938 年。「題註」所謂「出國」、
「去國」，指該年 12 月 18 日，汪精衛
從重慶飛往越南河内，準備成立「國民政府」一事。
「題註二」所謂「託於落葉以寫衷心」
，指
出在這首詠物詞裏，作者借落葉委婉地表達自己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一片赤心。「題註一」所
引用的詩句，就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時爽（林文，號時爽，
「爽」又作「塽」
，[188719
1911]）的「入夜浮雲猶蔽月，護林殘葉忍辭枝」 及龔定龕（龔自珍，號定龕，[1792-1841]）
的「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20 林時爽的「殘葉」句說，凋殘的樹葉起著保護樹
林的作用，它們雖然已經凋殘，但還是不忍心離開樹枝，因為它們一旦離開之後，樹林便會失
去惟一的屏障，後果堪虞；龔定龕的「落紅」二句說，凋落的花兒，並不是無情之物，它化作
春泥之後，更加會承擔起護養下一代花兒的責任。我們細心分析這幾句詩，就會知道這兩位作
者十分關心國家命運，他們透過「殘葉」和「落紅」的比喻，抒發了他們不忘報國之志。汪精
衛很欣賞林時爽的詩，他除了在這首〈憶舊遊〉詞裏把林時爽的「護林殘葉忍辭枝」濃縮為「歎
護林心事」外，還在 1941 年所寫的〈金縷曲〉詞中，把「護林」句化作「殘葉辭枝良未忍，
耿耿護林心事」兩句。21 何孟恆的「題註」
，不但指出〈憶舊遊〉的寫作時間和背景，並且引
用林時爽和龔定龕的詩句，使讀者能進一步領略汪精衛那種「志士仁人殺身成仁之心事」
。22
1930 年汪精衛到香港居住的時候，曾經作了八首〈雜詩〉
（
「海濱非吾土」
）
。這八首詩得到
論者高度贊賞，認為可以媲美蘇軾（1037-1101）貶謫黃州時所寫的《東坡八首》
。23 何孟恆對
這組詩寫了兩個題註，
「題註一」云：
「海濱」
〈雜詩〉作於民十九年（一九三〇）
。時寓居香港赤柱海濱，後人名之為 South
24
Cliff。擴大會議在醖釀中。

18

《汪精衛與現代中國系列叢書：汪精衛詩詞新編》，頁 90。
見《汪精衛與現代中國系列叢書：汪精衛南社詩話》
（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頁 93。二句一作：「入夜微雲仍蔽月，護
林殘葉忍辭枝。」見屈向邦：《正續廣東詩話》卷一頁五。
20 語出龔自珍〈己亥雜詩．其五〉
，見龔自珍撰，王佩諍校：
《龔自珍全集》
（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509。
21 《汪精衛與現代中國系列叢書：汪精衛詩詞新編》
，頁 93。
22 同前註，頁 64。
23 屈向邦說：
「雙照樓集有雜詩八首，作於民國十九年赤柱山中，似欲步武東坡八首，指事篤摯，鋪敘宛轉，比之東坡，未遑多讓，其洗削之功，尤
覺匠心獨運也。」見屈向邦：《正續廣東詩話》卷三（香港：龍門書店，1968 年）
，頁 54。
24 《汪精衛與現代中國系列叢書：汪精衛詩詞新編》
，頁 5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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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註二」云：
第一首，民國十八年己巳，翁自海外歸，寄居香島赤柱海濱，賦此述懷，暇日好躬蒔花
竹，篇中所云，亦之實也。第八首「平生濟時意」
，濟，益也，救助也。
「為霜為露，殺
25
草滋花」
，革命黨人之胸襟，革命黨人之熱淚！
何氏的題註除了指出雙照樓詩詞的創作背景外，還包括一些準確精闢的分析和論述。例如這組
雜詩的「題註二」指出第八首詩中「願我淚為霜，殺草不使生。願我淚為露，滋花使向榮」幾
句，是「革命黨人之胸襟，革命黨人之熱淚」，可謂深中肯綮，發人深思。
何孟恆除了為汪精衛詩詞作註解外，還把陳衍（1856-1937）
《石遺室詩話》和屈向邦（18971975）
《廣東詩話》中評論汪氏詩詞的各條文字，附在作品之後，免卻讀者翻檢原著之勞。例
如，在這八首〈雜詩〉之後，何氏附上以下兩則詩話：
陳石遺謂作者以嗣宗、淵明之筆力，寫許身稷契之懷抱。為魏晉而不為魏晉所囿。第三、
第六、第八數首尤「落筆搖五嶽，笑傲凌滄洲」矣。26
《粵東詩話》云：
「
《雜詩》八首，似欲步武東坡八首。指事篤摯，鋪敘宛轉，比之東坡，
未遑多讓。其洗削之功，尤覺匠心獨運也。」並謂最愛第一首。第四首「荷鋤」以下數
句亦正自可細讀。27
陳石遺用杜甫（712-770）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裏的「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二句
讚美汪精衛在這組詩中，以阮籍（210-263）和陶淵明（365-427）的筆力，寫出以宰輔自許、
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陳氏並且以李白（701-762）
〈江上吟〉的詩句指出汪氏雄健豪邁的筆力
28
和高曠不群的胸襟。 我們閲讀這八首詩時，如果能細味陳石遺、屈向邦的評語及何孟恆的
「題註」，大抵會更徹底了解其内容及更深入欣賞作者獨特非凡的「匠心」
。
何孟恆是汪氏的女婿，常常有機會伴隨汪氏左右，他在〈紫雲英草可肥田農家喜種之一名
荷花浪浪取以入詩〉的「題註」說：「二十六年丁丑暮春，自滬乘火車至南京，文傑隨侍」
，29
以及在〈春暮登北極閣〉的「題註二」說：
「登北極閣，文傑每從游……」
，30 就清楚説明這一
點，因此他對雙照樓詩詞寫作背景的解說及内容的論析，很值得我們重視。





25



同前註。
陳衍的《石遺室詩話續編》卷四詳細交代了汪精衛寫這八首詩的背景：
「近托纕蘅向精衛索書新詩。旋得轉來數箋，係《十九年冬，僦居海澨，宅
旁有荒地數畝，草木不生，因於讀書之暇，從事耕種，藉覘生機，且以習勞，得詩八首》云。」見錢仲聯編校：
《陳衍詩論合集》
（福州：福建人民出
版社，1999 年），頁 591。
27 《汪精衛與現代中國系列叢書：汪精衛詩詞新編》
，頁 56。屈向邦之《廣東詩話》原名《粵東詩話》，再版時改今名。「第四首『荷鋤』以下數句亦
正自可細讀」一句不見今本《廣東詩話》
，應該是何孟恆的評語。
28 陳石遺《石遺室詩話》所謂「落筆搖五嶽，笑傲凌滄洲」
，出自李白〈江上吟〉的「興酣洛筆搖五岳，詩成笑傲凌滄洲。」
29 《汪精衛與現代中國系列叢書：汪精衛詩詞新編》
，頁 79，何孟恆本名「文傑」
。
30 同前註，頁 9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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