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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陛雲

1868—1950，字階青，別號斐盦、樂靜，晚號樂靜老

人、存影老人、娛堪老人。浙江德清人。清代經學大師

俞樾之孫，當代紅學大家俞平伯之父。清光緒二十四年

（1898）以一甲三名進士及第。他是近代詩詞名家，著

有《蜀輶詩紀》、《小竹裡館吟草》、《詩境淺說》、《詩

境淺說續編》及《唐五代兩宋詞選釋》等。



出版說明

俞陛雲出身於詩書世家，自幼受祖父俞樾的教育培養，

著力於詩詞、文章。據記載，俞陛雲寫詩自 16 歲開始，到

20 歲弱冠，已積詩千餘首；在詞的方面，他也有很高的建

樹，“其詞清空，頗有家法”。除了詩詞創作之外，俞陛雲還

著意搜集、梳理中國歷代古典詩詞，有《詩境淺說》《詩境淺

說續編》《唐五代兩宋詞選釋》等傳世。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編著於俞陛雲晚年，最早分別以

《唐詞選釋》、《五代詞選釋》、《南唐二主詞輯述》與《宋詞

選釋》為題，陸續發表。共計收唐詞二十三家，六十首；五

代詞（包括南唐二主）二十五家，一百八十三首；宋詞七十二

家，六百六十六首。其中，尤以兩宋詞數量最為豐富，名家精

品畢集，蔚為大觀。詞經過唐、五代，至宋代空前發展，臻

於頂峰，與唐詩並為中國古典文學的兩座高峰。此次，我們

將俞氏品鑒唐詩的《詩境淺說》與評賞宋詞的《宋詞選釋》共



同出版，詩詞合璧，以饗讀者。並藉《詩境淺說》之意，將《宋

詞選釋》分輯為《北宋詞境淺說》、《南宋詞境淺說》兩種。

俞陛雲詩詞素養深厚，具有極高的藝術鑒賞力，其點評

雖然短小，但靈動有思，雖名淺說詩詞之境，而文本已有其

意其境，與古典詩詞珠聯璧合，相映成輝，堪稱上乘之作。

需要說明的是，俞氏原著在點評中雖兼及詞人逸事，但並未

專章介紹詞人。鑒於詞人的生平不僅與其詞作密切相關，也

是中國文化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我們給每個詞人增補了

簡介，以期幫助讀者更好地品讀經典。

香港中和出版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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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覿   1

曾覿  五首

（1109 年—1180 年），字純甫，號海野老農，汴京（今河南開

封）人。宋孝宗時受寵幸，詞多應制之作，風格柔媚。

金人捧露盤

庚寅歲春，奉使過京師，感懷作。

記神京，繁華地，舊遊蹤。正御溝、春水溶溶。

平康巷陌，繡鞍金勒躍青驄。解衣沽酒，醉弦管、

柳綠花紅。

到如今，餘霜鬢，嗟前事，夢魂中。但寒煙、

滿目飛蓬。雕闌玉砌，空餘三十六離宮。塞笳驚起，

暮天雁、寂寞東風。

純甫為東都故老，及見當年之盛，後奉使重過京師，作

此詞，淒然有《黍離》之悲焉。



2  南 宋詞境淺說

念奴嬌   席上賦林檎花

群花漸老，向曉來微雨，芳心初拆。拂掠嬌紅

香旖旎，渾欲不勝春色。淡月梨花，新晴繁杏，裝

點成標格。風光都在，半開深院人寂。

剛要買斷東風，裊欒枝低映，舞茵歌席。記得

當時曾共賞，玉人纖手輕摘。醉裡妖嬈，醒時風韻，

比並堪端的。誰知憔悴，對花空恁思憶。

上闋詠花，梨杏得淡月、新晴為之裝點，而標格益顯，

詠梨杏各得其當。“半開深院”六字真善賞花者。下闋詠花而

兼懷人，花與人合寫。結句筆情綿麗。

憶秦娥   邯鄲道上望叢台有感

風蕭瑟。邯鄲古道傷行客。傷行客。繁華一瞬，

不堪思憶。

叢台歌舞無消息。金尊玉管空陳跡。空陳跡。

連天草樹，暮雲凝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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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詞格老氣清，有唐人風範。論者謂與《金人捧露盤》

一調皆淒然有宗國之思。

壺中天慢

素飆漾碧，看天衢穩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壺

人不到，比似世間秋別。玉手瑤笙，一時同色，小

按霓裳疊。天津橋上，有人偷記新闋。

當日誰幻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癡絕。肯信

群仙高宴處，移下水晶宮闕。雲海塵清，山河影滿，

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千古無缺。

此進御賞月詞也。上皇覽之大喜曰：“從來月詞，不曾用

金甌事，可謂新奇。”賜金束帶、紫香羅、水晶碗。是夕登

高玩月，即以此詞被之管弦，隔江西興亦聞天樂焉。純甫為

建王內知客，孝宗以其為潛邸舊人，觴詠賞錫，字而不名。

純甫恃寵，為虞允文等所劾。毛晉刻《海野詞》，評此調曰：

“西興共聞天樂，豈天神亦不以人廢言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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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皇恩   重到臨安

依舊惜春心，花枝常好。只恐尊前被花笑。少

年青鬢，耐得幾番重到。舊歡重記省，如天杳。

綺陌青門，斜陽芳草。今古消沉送人老。帝城

春事，又是等閒來了。亂紅隨過雨，鶯聲悄。

此殆放逐後重返都門而作。調倚《感皇恩》，追懷知遇，

感慨繫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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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游  二十一首

（1125 年—1210 年），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今紹興）

人。生逢北宋滅亡之際，一生積極主張抗金，其詩詞多表現抗

敵復國之志。有《劍南詩稿》、《渭南文集》等，後人輯有《放

翁詞》。

念奴嬌   招韓無咎遊金山

禁門鐘曉，憶君來朝路，初翔鸞鵠。西府中台

推獨步，行對金蓮宮燭。蹙繡華韉，仙葩寶帶，看

即飛騰速。人生難料，一尊此地相屬。

回首紫陌青門，西湖閒院，鎖千梢修竹。素壁

棲鴉應好在，殘夢不堪重續。歲月驚心，功名看鏡，

短鬢無多綠。一歡休惜，與君同醉浮玉。

前八句皆言無咎趨朝時馳驅皇路，轉眼騰霄，接以“人生

難料”二句，一折到題，筆力健勁。轉頭處追憶舊遊，別開一

境，功名易老，惟有及時行樂，一醉方休耳。下闋之感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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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人生難料”句，“一尊”“同醉”，前後之結句相呼應，

章法周密。無咎殆康衢誤躓，放翁特招其漫遊。觀“歲月”“功

名”三句，言春夢易醒，而慰藉之意自見。

浣溪沙   和無咎韻

漫向寒爐醉玉瓶。喚君同賞小窗明。夕陽吹角

最關情。

忙日苦多閒日少，新愁常續舊愁生。客中無伴

怕君行。

首二句秀婉有致。“夕陽”句於閒處寫情，意境並到。“忙

日”“新愁”二句真率有唐人詩格。結句乃客中送客，人人意

中所難堪者，作者獨能道出之，殆無咎將有遠行也。

浣溪沙

浴罷華清第二湯。紅綿撲粉玉肌涼。娉婷初試

藕絲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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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尺裁成猩血色，螭奩熏透麝臍香。水亭幽處

捧霞觴。

通首由出浴後次第寫妝飾之麗，其人之妍妙自見。末句

僅以捧觴作結，含情在無言處也。

浪淘沙

綠樹暗長亭。幾把離尊。陽關常恨不堪聞。何

況今朝秋色裡，身是行人。

清淚浥羅巾。各自消魂。一江離思恰平分。安

得千尋橫鐵鎖，截斷煙津。

長亭把酒，自古傷離，身是行人，誰能堪此！下闋言居

者、行者，同是江水量愁。鐵鎖橫江，本以斷東下之師，今

以斷愁來之路，句新與情摯兼之，與永叔之陌上尋人，倩他

燕子；玉田之相思一點，寄與孤鴻，皆詞人幽邃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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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鄉子

歸夢寄吳檣。水驛江程去路長。想見芳洲初繫

纜，斜陽。煙樹參差認武昌。

愁鬢點新霜。曾是朝衣染御香。重到故鄉交舊

少，淒涼。卻恐他鄉勝故鄉。

入手處僅寫舟行，已含有客中愁思。“斜陽”二句秀逸

入畫。繼言滿擬以還鄉之樂，償戀闕之懷，而門巷依然，故

交零落，轉不若寂寞他鄉，尚無睹物懷人之感，乃透進一層

寫法。

好事近

華表又千年，誰記駕雲孤鶴。回首舊曾遊處，

但山川城郭。

紛紛車馬滿人間，塵土污芒 。且訪葛仙丹井，

看岩花開落。

此調凡十二首，皆官待制後致仕歸來所作。其中類似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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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者四首。此詞用丁令威事，直以身化鶴，如莊子之以身化

蝶，在空際著想，下視山川城郭，皆在塵土中，所謂不見長

安，只見塵霧也。高想入雲，有昌黎“舉瓢酌天漿”之意。

好事近

平旦出秦關，雪色駕車雙鹿。借問此行安往，

賞清伊修竹。

漢家宮殿劫中，春草幾回綠。君看變遷如許，

況紛紛榮辱。

關中為古帝王州，凡策馬秦原者，黃葉漢宮，綠蕪秦

苑，每有懷古蒼涼之慨。放翁感遺殿之消沉，思帝王之烜

赫，尚結局如斯，區區一身榮辱，安足論耶？此調遊覽之詞

凡五首，惟此首發思古之幽情，筆亦有俊爽氣。

鷓鴣天

懶向青門學種瓜。只將漁釣送年華。雙雙新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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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春岸，片片輕鷗落晚沙。

歌縹緲，櫓嘔啞。酒如清露鮓如花。逢人問道

歸何處，笑指船兒此是家。

此作雖筆少迴旋，而襟懷閒適，縱筆寫來，有清空之

氣。“新燕”“輕鷗”二句，言心無罣礙，如鷗燕之去住無心，

即景以見意也。

鷓鴣天

南浦舟中兩玉人。誰知重見楚江濱。憑教後苑

紅牙板，引上西川綠錦茵。

才淺笑，卻輕顰。淡黃楊柳又催春。情知言語

難傳恨，不似琵琶道得真。

此在薛公肅席上逢舊時歌妓而作。質言之，不過雲英

重見，未免有情耳。結句乃藉琵琶傳意，以紆迴之筆寫之，

蓋一落言詮，便無餘味，不若空中傳恨，見聲音之感人。故

白香山之悲商婦琵琶，不在整衣自言之際，而在急弦轉撥之

時，為之青衫淚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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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桑子

寶釵樓上妝梳晚，懶上鞦韆。閒撥沉煙。金縷

衣寬睡髻偏。

鱗鴻不寄遼東信，又是經年。彈淚花前。愁入

春風十四弦。

放翁詞多放筆為直幹，此詞獨頓挫含蓄，從彼美一面著

想，不涉歡愁跡象，而含淒無限，結句尤餘韻悠然，集中所

希有也。

朝中措   梅

幽姿不入少年場。無語只淒涼。一個飄零身

世，十分冷淡心腸。

江頭月底，新詩舊夢，孤恨清香。任是春風不

管，也曾先識東皇。

首二句詠花而見本意，餘皆藉梅自喻，飄零孤恨，其冷

淡絕似寒梅。但梅花雖未逮穠春，而東皇先識，勝於百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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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有江上芙蓉，一生未見春風者。放翁受知於孝宗，褒其多

聞力學，授樞密院編修。雖出知外州，書生遭際，勝於槁項

牖下多矣。故其結句自傷亦以自慰也。

朝中措

怕歌愁舞懶逢迎。妝晚托春酲。總是向人深

處，當時枉道無情。

關心近日，啼紅密訴，翦綠深盟。杏館花陰恨

淺，畫堂銀燭嫌明。

一片悽怨之意，寫景在迷離之際，含思在幽渺之中，復

以妍辭出之。楊升庵謂其“纖麗處似淮海”，殆謂《採桑子》

及此調也。

蝶戀花

陌上簫聲寒食近。雨過園林，花氣浮芳潤。千

里斜陽鐘欲暝。憑高望斷南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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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角天涯行略盡。三十年間，無處無遺恨。天

若有情終欲問。忍教霜點相思鬢。

前半首寫景，略見懷遠之意。清麗而兼倜儻，頗類《六一

詞》。後半首寫懷，浪跡天涯，歷三十年之久，而皆留遺恨，

其平生潦倒可知。而天公仍不見憐，任其秋霜滿鬢。集中《鷓

鴣天》詞所謂“原知造物心腸別，老卻英雄似等閒”，秋肅春

溫，天意本視同平等，則此老呵壁問天，果何益耶？

水龍吟   榮南作

尊前花底尋春處，堪歎心情全減。一身萍寄，

酒徒雲散，佳人天遠。那更今年，瘴煙蠻雨，夜郎

江畔。漫倚樓橫笛，臨窗看鏡，時揮涕，驚流轉。

花落月明庭院。悄無言、魂消腸斷。憑肩攜手，

當時曾效，畫樑棲燕。見說新來，網縈塵暗，舞衫

歌扇。料也羞憔悴，慵行芳徑，怕啼鶯見。

上闋“酒徒雲散”三句以三層意疊用之，便覺氣厚而

情深。亦有於三句用側筆，以見紆迴之致者，皆詞家之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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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若絮飛春盡，天遠書沉，日長人倦，則三句寫六層意，

更為精粹。放翁詩集中有“酒徒雲散無消息，水榭憑闌淚數

行”句，即此上闋之意。其後“憑肩攜手”三句承上之“佳

人天遠”而言。芳塵凝榭，深鎖畫樓，觀“棲燕”“啼鶯”句，

殆恐舊日啼鶯，曾見其樑燕雙棲，今芳徑重來，燕雙而人

獨也。

漢宮春   初自南鄭來成都作

羽箭雕弓，憶呼鷹古壘，截虎平川。吹笳暮歸，

野帳雪壓青氈。淋漓醉墨，看龍蛇、飛落蠻箋。人

誤許，詩情將略，一時才氣超然。

何事又作南來，看重陽藥市，元夕燈山。花時

萬人樂處，欹帽垂鞭。聞歌感舊，尚時時、流涕尊

前。君記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

人當少年氣滿，視青紫如拾芥，幾經挫折，便頹廢自

甘。放翁獨老猶作健，當其上馬打圍，下馬草檄，何等豪

氣！迨漫遊蜀郡，人樂而我悲，愴然懷舊，而封侯夙志，尚

欲以人定勝天，可謂壯矣。此詞奮筆揮灑，其才氣與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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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軒相似。汲古閣刻其詞集，謂“超爽處更似稼軒耳”。

月上海棠

斜陽廢苑朱門閉。弔興亡、遺恨淚痕裡。淡淡

宮梅，也依然、點酥翦水。凝愁處，似憶宣華舊事。

行人別有淒涼意。折幽香、誰與寄千里。佇立

江皋，杳難逢、隴頭歸騎。音塵遠，楚天危樓獨倚。

詞為成都蜀王舊苑而作。中有古梅二百餘本。不言過客

之憑弔興亡，而凝愁憶舊，託諸宮梅，詞境便覺靈秀。下闋

因梅花而憶遠人，與本題懷古，全不相屬。故轉頭處用“別

有淒涼意”之句以申明之，以下即暢發己意矣。蜀王故苑，

放翁入蜀時，老木頹垣，尚存殘狀。余於光緒間入蜀，過成

都城外昭覺寺，即詞中宣華苑故址，摩訶之池，迎仙之觀，

及古梅百本，遺跡全消，所餘者惟柱礎輪囷，散臥於茂林芳

草間。詞中所謂憑弔朱門斜日，又隔悠悠千載矣。蜀中燕王

故宮，海棠極盛，為成都第一。放翁猶及見之，賦《柳梢青》

一首，不及此詞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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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珠簾

山村水館參差路。感羈遊、正似殘春風絮。掠

地穿簾，知是竟歸何處。鏡裡新霜空自憫，問幾時、

鸞台鰲署。遲暮。漫憑高懷遠，書空獨語。

自古。儒冠多誤。悔當年、早不扁舟歸去。醉

下白蘋洲，看夕陽鷗鷺。菰菜鱸魚都棄了，只換得、

青衫塵土。休顧。早收身江上，一蓑煙雨。

通首大意不過言羈旅無聊，亟思歸去耳。以放翁之才

氣，不難奮筆疾書，乃上闋以身世託諸風絮，下闋“蘋洲”三

句以隱居之絕好風景，設想在抗塵走俗之前，復歸到一蓑煙

雨，知詞境之頓挫勝於率直也。放翁生平，初無謫逐之事，

而詞中深感羈遊，殆在任夔、嚴二州時所作。唐、宋人之官

京朝者，出知外郡，便嗟淪謫，香山、東坡皆同此感也。

蘇武慢

淡靄空濛，輕陰清潤，綺陌細塵初靜。平橋繫

馬，畫閣移舟，湖水倒空如鏡。掠岸飛花，傍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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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都似學人無定。歎連年戎帳，經春邊壘，暗凋

顏鬢。

空記憶、杜曲池台，新豐歌管，怎得故人音信。

羈懷易感，老伴無多，談麈久閒犀柄。惟有翛然，

筆床茶灶，自適筍輿煙艇。待綠荷遮岸，紅蕖浮水，

更乘幽興。

首六句寫臨水風物，清麗如繪。“飛花”“新燕”三句寓

情於景，詠物而人在其中，頓有情致。“戎帳”句蓋時正參

成都戎幕也。此下因傷老而及懷友，人生知己，能有幾人？

當中年以後，世事變遲，故交零落，欲依依話舊，而素心人

遠，放翁深有此感。“柄”字韻語尤雋婉。以後六句惟有自適

其樂，以遣有涯之生耳。其中“杜曲”“新豐”句懷人而兼戀

闕，寄慨尤深。

洞庭春色

壯歲文章，暮年勳業，自昔誤人。算英雄成

敗，軒裳得失，難如人意，空喪天真。請看邯鄲當

日夢，待炊罷黃粱徐欠伸。方知道、許多時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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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關身。

人間定無可意，怎換得玉膾絲蒓。且釣竿漁

艇，筆床茶灶，閒聽荷雨，一洗衣塵。洛水情關千

古後，尚棘暗銅駝空愴神。何須更，慕封侯定遠，

圖象麒麟。

放翁早年為秦檜所忌，後受知於孝宗，揚歷中外，以寶

章閣待制致仕。故起筆有“壯歲”“暮年”二語。久涉仕途，

深嘗甘苦，至盧生夢醒，始欠伸而起，自悔而兼自悟，“欠

伸”句洵傳神之筆。下闋盱衡今古，銅駝荊棘，帝室且然，

又何論封侯事業！深知富貴之不如閒放，宜其以放翁自號也。

鵲橋仙

一竿風月，一蓑煙雨，家在釣台西住。賣魚生

怕近城門，況肯到、紅塵深處。

潮生理棹，潮平繫纜，潮落浩歌歸去。時人錯

把比嚴光，我自是、無名漁父。

首三句如題之量。“怕近城門”二句未必實有其事，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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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託想之高，憤世疾俗者，每有此想。“潮生”三句描寫江海

浮家之情事，句法累如貫珠。“無名漁父”四字尤妙，覺煙波

釣徒之號，猶著色相也。《漁父》詞以張志和數首為最著，此

作可奪席矣。

訴衷情

青衫初入九重城。結友盡豪英。蠟封夜半傳

檄，馳騎諭幽并。

時易失，志難成。鬢絲生。平章風月，彈壓江

山，別是功名。

集中感懷身世之作凡數見。此調僅四十餘字，而豪氣霜

橫，逸情雲上。“風月”“江山”三語，尤峭勁有味。楊升庵

評其詞，謂“雄慨處似東坡”，此作頗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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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大  六首

（1126 年—1193 年），字致能，號石湖居士，吳郡（今江蘇蘇

州）人。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以詩著稱。有《石

湖詞》、《石湖居士詩集》等。

醉落魄

棲烏飛絕。絳河綠霧星明滅。燒香曳簟眠清

樾。花影吹笙，滿地淡黃月。

好風碎竹聲如雪。昭華三弄臨風咽。鬢絲撩亂

綸巾摺。涼滿北窗，休共軟紅說。

“淡黃月”句已頗清新，更有吹笙人在花影中，風情絕

妙。近人鷗堂詞“月要被他，愁作酒般黃”，著意描寫，不若

“滿地淡黃月”五字融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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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措

長年心事寄林扃。塵鬢已星星。芳意不如水

遠，歸心欲與雲平。

留連一醉，花殘日永，雨後山明。從此量船載

酒，莫教閒卻春情。

“芳意”二句較唐人“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句同

就雲水寫懷，而別有意味。

眼兒媚

萍鄉道中乍晴，臥輿中，睏甚，小憩柳塘。

酣酣日腳紫煙浮。妍暖試輕裘。睏人天氣，醉

人花底，午夢扶頭。

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縠紋愁。溶溶泄泄，東

風無力，欲皺還休。

上闋“午夢扶頭”句領起下文。以下五句藉東風皺水，極

力寫出春慵，筆意深透，可謂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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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秦娥

樓陰缺。闌干影臥東廂月。東廂月。一天風露，

杏花如雪。

隔煙催漏金虬咽。羅幃暗淡燈花結。燈花結。

片時春夢，江南天闊。

上闋言室外之景，月斜花影，境極幽俏。下闋言室內之

人，燈昏欹枕，夢更迷茫，善用空露之筆，不言愁而愁隨夢

遠矣。

霜天曉角

晚晴風歇。一夜春威折。脈脈花疏天淡，雲來

去、數枝雪。

勝絕。愁亦絕。此情誰共說。惟有兩行低雁，

知人倚、畫樓月。

此調末二句最為擅勝，若言倚樓人託孤愁於征雁，便落

恆蹊。此從飛雁所見，寫倚樓之人，語在可解不可解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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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家之妙境，所謂如絮浮水，似沾非著也。

南柯子

悵望梅花驛，凝情杜若洲。香雲低處有高樓。

可惜高樓、不近木蘭舟。

緘素雙魚遠，題紅片葉秋。欲憑江水寄離愁。

江已東流、那肯更西流。

上下闋之後二句，高樓而移傍蘭舟，東流而挽使西注，

皆事理所必無者，藉以為喻，見虛願之難償。此與前首之“兩

行低雁”二句，雖設想不同，而皆從側面極力浚發，本意遂

顯呈於言外矣。此詞載劉克莊《後村詩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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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長卿  五首

生卒年不詳。號仙源居士，江西南豐人，宋宗室。約宋寧宗嘉

定末前後在世，於江南遁世隱居，其詞淡遠蕭疏。有《惜香

樂府》。

臨江仙   暮春

過盡征鴻來盡燕，故園消息茫然。一春憔悴有

人憐。懷家寒食夜，中酒落花天。

見說江頭春浪渺，殷勤欲送歸船。別來此處最

縈牽。短篷南浦雨，疏柳斷橋煙。

長卿以宗室之貴，而安心風雅，其詞以春、夏、秋、冬

四景，編成六卷，為詞家所希有。殆居高聲遠，較易流傳。

錄其春景一首，上下闋結句皆能情寓景中。《惜香集》中和雅

之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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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龍吟

仙源居士有武林之行，因與一二友攜酒賞月，飲於縣橋
之中，乃即事為之詞。

危樓橫枕清江上，兩岸碧山如畫。夕煙冪冪，

晚燈點點，樓台新夜。明月當天，白沙流水，冷光

連野。浸闌干萬頃，琉璃軟皺，打漁艇、相高下。

何處一聲羌管，是誰家、倚樓人也。多情對景，

無言有恨，欲歌還罷。把酒臨筵，阿誰知我，此懷

難寫。忍思量後夜，芳容不似，暗塵隨馬。

《惜香集》中長調，雖轉折分明而少蘊蓄，此詞清空一

氣，“闌干”“漁艇”句寫水邊風物如畫。下闋結句願作“暗

塵隨馬”，似《閒情賦》之“願在屨而為絲”，皆情至之語，

譽之者謂視徽宗“則迥出雲霄”。然如徽宗詞之“和夢也新來

不做”，其情文不讓長卿也。

聲聲慢   草詞

濃芳滿地，秀色連天，和煙帶雨萋萋。幾許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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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還解報得春暉。當時謝郎夢裡，似殷勤、傳與

新詩。卻為甚，動長門怨感，南浦傷離。

追想天涯行客，應解擁車輪，步步相隨。惆悵

如絲，正是欲斷腸時。憑高望中不見，路悠悠、南

北東西。春去也，怨王孫、猶自未歸。

上闋運用春草故事，藻不妄抒。下闋雖詠本題，而純從

送遠、懷人著筆，一氣貫注，與上闋散整相間，自成章法。

虞美人   江鄉對景

雨聲破曉催行槳。拍拍溪流長。綠楊繞岸水痕

斜。恰似畫橋西畔那人家。

人家樓閣臨江渚。應是停歌舞。珠簾整日不閒

鈎。目斷征帆猶未識歸舟。

偶寫舟行所見，與唐人詩“正是客心孤迥處，誰家紅袖

倚江樓”其閒情相似。但詩則僅言倚樓人，此則並為樓中人

設想。結句有溫飛卿“過盡千帆皆不是”之意。前、後段貫

注一氣。是其勝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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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兒媚

樓上黃昏杏花寒。斜月小闌干。一雙燕子，兩

行歸雁，畫角聲殘。

綺窗人在東風裡，無語對春閒。也應似舊，盈

盈秋水，淡淡春山。

上闋“燕子”三句寫景渾成。結句“秋水”喻眼，“春

山”喻眉，後人習用之，遂成俗調。在作者覓句時，固情態

兩得。宋詞中每以柳葉喻眉，梨花喻面，與此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