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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

先師羨季先生平生著述極富，而東坡稼軒兩《詞說》

具有很濃厚的獨創特色與重要的代表意義。我是先生寫作

《詞說》之前後嘗預聞首尾並且首先得見稿本的二三門弟子

中的一個，又曾承先生欣然首肯，許我為《詞說》撰一序

言。此願久存懷抱，固然種種人事滄桑，未遑早就，但事

關賞析之深微，義涉文章之精要，言說至難，落筆匪易，

也是一個原因。今日回首前情，四十年往，先生墓門迢遞，

小生學殖荒蕪，此刻敷楮搦管，不覺百端交集。其不能成

文，蓋已自知矣。 

先生一身兼為詩人、詞人、戲曲家、文家、書家、文

藝鑒賞家、哲人、學者，——尤其出色當行，為他人所難

與倫比的，又是一位傳道授業、最善於講堂說「法」的「教

授」藝術大師。凡是聽過先生的講課的，很少不是驚歎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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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歡喜服膺，而且永難忘掉的。我常想，能集如許諸家

眾長於一身的，在那許多同時先後的名家巨擘中，也不易

多覯；倘由先生這樣的講授大師撰寫藝林賞析的文章著

作，大約可以說是世間最能予人以教益、啟沃、享受、回

味的寶貴「精神營養品」了，——因為先生在世時，方便

使用的錄音、錄像之機都還不似如今這樣人人可有，以致

先生的笑貌音容、欬唾珠玉，隨風散盡，未能留下一絲痕

跡，所以仍須就先生的遺文殘簡而求其絕人之丰采、不朽

之精神。循此義而言，《蘇辛詞說》就不妨看作是先生的

講授藝術的自家撰為文字的一種「正而生變」的表現形式，

彌足珍貴。

先生一生致力最多的是長短句的研究與創作，「苦水

詞人」是大家對先生的衷心敬慕的稱號；但先生自言：

「我實是一個『雜家』。」舊的社會，使先生這樣的人為了

衣食生計而奔波不停，心力交瘁，他將自己的小書齋取名

為「倦駝庵」，也許可以使我們從中體會一些「境界」——

那負重致遠的千里明駝，加上了一個倦字為之形容，這是

何等的「歷史語言」啊！由於時代的原因，先生於無書不

讀之間，也頗曾留意佛學典籍與禪宗語錄。凡是真正知

道先生的，都不會承認他的思想中受有佛家的消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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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相反，先生常舉的，卻是「透網金鱗」，是「丈夫自有

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其精神是奮鬥不息、精進無

止的。他閱讀佛經禪錄的結果，是從另一個方面豐富了

他的文學體驗，加深了他的藝術修養。他寫《詞說》，行

文參用語錄之體，自然與此不無關係。但採此文體，並非

是為了「標新立異」或文人習氣喜歡掉弄筆墨。今日讀者

對於這些事情，已然比較陌生得多了，便也需要稍稍解釋

一下了。

說採語錄體而行文是否是為圖一個「標新立異」，自

然是從晚近的眼光標準來講話的。語錄語錄，原本就是指

唐代的「不通於文」的僧徒直錄其師輩的口語而言，正是

當時最普通的俗語白話的記錄。到得宋代，理學家們也喜

採此體，盛行於時，於是「語錄」竟也變成了一種「文體」

之名了。為甚麼語錄盛行呢？說它在講學傳道上具有其

優越性，大概是不算大錯吧。那麼羨季先生講說宋詞而參

採語錄之體，其非無故，便已曉然。還應當看到，先生的

《詞說》，也並非就是一味模仿唐沙門、宋諸子，而是取其

所長，更加創造——也就是一種大大藝術化了的「語錄文

體」。這些事物，今天的讀者恐怕會感到十分新奇，甚至

覺得「陰陽怪氣」，其妙莫名了。假如是這樣，就會妨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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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地領會先生的苦心匠意，那將是一大損失和憾事。故

此不惜辭費，先就此一義，略加申解。 

然而，上述云云，又不可只當作一個「文體問題」來理

會。這並非是一個單純的形式體裁的事情。它的實質是一

個如何表達思想感情、道理見解的藝術問題。蓋禪宗——

語錄的藝術大師們的流派——是中原華夏之高僧大德將西

土原始佛法大大加以民族化了的一門極其獨特的學問，它

對我們的文學藝術，產生了極其巨大深遠的影響。不理解

這一層關係，那中國文藝全史就是不好講的了。寫意畫的

興起和發展，詩歌理論和創作中的神韻、境界的探索和捕

捉，都和禪宗精神有千絲萬縷的牽連。禪家論學，講究破

除一切形式的障礙阻閡，而「直指本源」。它的意思是必

須最直捷了當地把握事物的最本質的精神，而不要為任何

陳言俗見（傳統的、久慣的、習以為然的「定了型」的觀念

見解）所縛所蔽。因此禪宗最反對燒香念佛、繁文縟節、

形式表面，而極端強調對任何權威都不可迷信，不惜呵佛

罵祖，打倒偶像（將木佛劈了作柴燒！），反對綴腳跟、

拾牙慧，具有空前的勇敢大膽、自具心眼、創造精進的新

精神。不理解這個十分重要的一面，一聽見說是禪宗屬於

「佛法」，便一古腦兒用一個甚麼標籤了事，那也會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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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世千年的民族文化精神的真面全貌造成理解上的許多

失誤。讀先生的《詞說》，更要細心體味他行文說理的獨特

的詞語和方式，以及採用禪家「話頭」「公案」的深刻而熱

切的存心用意，才不致於像《水滸傳》裡的黑旋風李逵，

聽了羅真人的一席話言，全不曉得他「說些甚底」。那豈

不有負先生的一片熱情，滿懷期望。 

我國文藝傳統上，對作家作品的品評賞析，本亦有我

們自己的獨特的方式，這又完全是中華民族的，而不應也

不能是與西方的一模一樣；加上禪家說法傳道的尤為獨特

的方式，就成為了一種濬發靈源、溉沃智府的高超的藝術

和學問。其最主要的精神是誘導啟示，使學人能夠自尋蹊

徑、獨闢門庭，而最忌硬套死搬、灌食填鴨、人云亦云、

照貓畫虎。以是之故，先生的《詞說》裡是找不見甚麼時

代、家世、生平、典故、訓詁……這些「箋注性」的死知

識的——這些都不難從工具書上查他一個梗概。先生所說

的，全是以一位詩人的細心敏感，去做一位學者的知人論

世，而在這樣的相得益彰的基礎上，極扼要地、極精彩地

抉示出了文學藝術的原由體性，評騭了名家巨匠的得失高

低，——而這一切，只為供與學人參考借鏡，促其精思深

會，而迥異乎「唯我最正確最高明」「天下之美盡在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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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種自居自炫和人莫予毒的心理態度。 

先生的講說之法，絕不陳米糟糠、油鹽醬醋、流水開

賬，以為「美備」；也絕不同於較短量長、有意翻案，以聳

動世人耳目為能事；他只是指頭一月，頰上三毫，將那最

要害、最吃緊的關節脈絡，予以提撕，加之勾勒，使作者

與講者的精神意度，識解胸襟，都一一呈現於目前，躍然

於紙上，——一切都是活的。他不像那些鈍漢，專門將活

龍打作死蛇來弄。須知，凡屬文學藝術，當其成功出色，

無不是虎臥龍跳、鳶飛魚躍樣的具有生命的東西，而不善

講授的，卻把作死東西來看待，只講一串作者何年生、何

年卒、何處人氏、何等官職，以至釋字義、注故實、分段

落、標重點……如此等等，總之是一大堆死的「知識」而

已，究其實際，於學子的智府靈源，何所裨益？又何怪他

們手倦拋書，當堂昏睡乎？——然而，正是習慣於那種引

睏的講說之法的，總以為那才是天經地義，乍一見先生的

《詞說》，無論文體語調，還是方法方式，都會使他吃驚不

小；「離經叛道」「野狐參禪」「左道旁門」，以及其他疑辭貶

語，也許就不免嘖嘖之言了。比如，有人看了《詞說》，會

詫異詰問：為何不見一句是講思想性與藝術性？他卻不能

懂得：先生字字句句，都在講那真正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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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這一切都是中華民族的文藝概念、美學觀點，並且

也是中華的表現法講說法，而非照搬舶來之界說與詞句罷

了。當然，講我們中華民族的文藝特色，除卻人們常用的

思想性與藝術性而外，是否就沒有了別的可講——或者講

了別的就是「錯誤」的了？這正是一個問題。讀《詞說》而

引起認真嚴肅地思考的學人，定會想上一想，並試行研尋

解答這些課題。對這一點我是深信而不疑的。

《詞說》正文，篇篇珠玉，精義名言，絡繹奔會，給讀

者以極大的啟迪與享受。然而兩篇《自序》，同樣十分之重

要，這都是先生數十年覃思淵索的結晶之作，最堪寶貴。

就我個人的感覺，從行文的角度來說，《東坡詞說》卷尾

的《自序》筆致又與「說辛」卷端的《自序》不同。後者綿

密有餘，而不無緩曲之患；前者則雄深雅健，老筆益見紛

披矣，蓋得力於漢魏六朝高文名手者為多。我還想試為拈

出的是先生寫到《東坡詞說》之時，思致更為深沉，心情

益覺嚴重，哲思多於感觸，筆墨倍形超脫，已經是逐步地

脫離了開始寫「說辛」時的那一種心境和文境了。兩部《詞

說》，本係姊妹為篇，同時相繼，一氣呵成，而其異同，有

如是者。說辛精警，說蘇深婉。精警則令人振奮而激動，

深婉則令人歎喟而感懷。蘇辛之不同科，於此亦可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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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顧世之評者猶然「蘇辛豪放」，眾口一詞，混然不別，先

生言之之切，亦已曉然。破俗說，糾誤解，原非《詞說》之

主體，而舉此一端，亦足見先生借禪家之宗旨，提倡自具

心眼、自行體會，於學文之人為何等重要了。 

凡了解歷史、尊重歷史的，都會承認，王靜安的《人

間詞話》是一部詞學理論史上的重要著作，而且影響深

遠，又不限於詞之一門，實是涉及我國廣義的詩學理論

與文藝評論鑒賞的一部具有世界聲譽的著作。先生之於

王氏《詞話》，研索甚深，獲益匪淺，也是可以看得出的

事實。但先生的《詞說》，其意義與價值，超過於靜安之

《詞話》，我在四十年前初讀《詞說》時，即如此估量。估

量是否得實，豈敢自定。以余所見，先生之《詞說》，視

靜安之《詞話》，其所包容觸發，無論自高度、廣度而言，

抑或自深度、精度而論，皆超越遠甚。先生之論詞，自

吾華漢文之形音義說起，而迄於高致之生焉。所謂高致，

先生自謂可包神韻與境界而有之。竊嘗與先生書札往還，

商略斯事，以為神韻者何耶，蓋人之精神不死者為神，人

之意致無盡者為韻，故詩詞文章，首須具有生命，而後濟

以修養——韻者即高度文化修養之表現於外者也，神者

則其不可磨滅而蘊於內者也。至於境界者又何謂耶？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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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時與空之交會，輒一境生焉，而人處其間，適逢其會，

而有所感受，感而寫之，是即所謂境界。先生爾時，深致

讚許，以為能言人所未能言。及今視之，境界為客觀之

事，人之所感乃主觀之事，境固有自性，不以人為轉移，

然文學藝術，並非單純反映客觀如鏡面與相機也，以其人

之所感，表於文字，而覽者因其所感而又感焉，此或謂之

共振共鳴，互為激越、互為補充也。循是以言，其有感之

人，品格氣質，學識胸襟，必有淺有深、有高有下，——

由是而文藝作品之淺深高下分焉。徒言境界，則淺深高

下皆境界也，有境界果即佳作乎？殊未可必。況靜安自

言：有寫境，有造境。其所謂寫境，略近乎今之曰「反映」

云者。若夫造境，余常論溫飛卿之《菩薩蠻》，率不同於

實境之反映，而大抵詞人以精美華貴之物象而自創之境

也；境既可造，必其所造之境亦隨造者心性之淺深高下

而大有不同。是以太史公之論屈大夫也，椽筆大書：「其

志潔，故其稱物芳。」然則《楚騷》之境界，蓋因屈子之

高致而始有矣。 

志潔、物芳，二者之間，具有辯證法的關係，是以讀

者又每即詞中之物芳，而定知詞人之志潔。此則先生所以

標高致之意，可略識焉。蓋高致者何？吾中華民族之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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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高度文化、高度修養之一種表現是也。先生舉高致

為對詞人詞作之第一而最後之要求，而不徒取境界一詞，

根由在此。昔者龔定庵戲拈「柳綠桃紅三月天，太夫人移

步出堂前」以為笑枋。夫此二句，豈果一毫境界亦無可言

者乎，實又不可謂之絕無。然則其病安在？曰：苦無高致

耳。無高致，縱然字句極工，乃不得為詩為詞，於此可見

矣。東坡嘗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而云：「詩老

不知梅格在，謂言綠葉與青枝！」而「疏影橫斜水清淺，

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傳為詠梅絕唱者，豈不亦即繫乎

高致之有無哉。是以先生論詞之極則，而標以高致。即此

而察，先生所會，已突過王氏。此外勝義，豈易盡舉。至

若先生之《詞說》，商略舊問題固然已多，而提揭新課目，

更為不少。即《詞說》以窺先生之文學思想、藝術精神，

可以勒為專著，咀其英華，漱其芳潤，滋榮藝圃，霑溉文

林，必有取之逢源，用之無匱之樂矣。

但四十年來，國內學人，知先生詞說者尚少，其意義

與價值畢竟如何，當然有待於公證。唯是四十年前之歷史

環境，與今大異，先生此作，又未能廣泛流佈，其一時不

獲知者，原不足異；今者行將付梓，固是深可慶幸之盛事。

然而詞壇宗匠，半已凋零，後起來哲，能否快讀先生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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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而領其苦心、識其旨趣？又覺不無思慮。實感如此，

無須諱飾。但念江河萬古之流，文章千秋之業，如先生之

所說，與吾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無有一合，雖我一人愛奉

之，維護之，又有何濟。如先生之所說，實與吾中華民族

文化精神甚合甚切，則民族文化精神長存，即先生之《詞

說》亦必隨之而不可沒，而我又何慮乎？ 

回憶先師撰作《詞說》之時，吾輩皆居平津淪陷區，亡

國之痛，切膚割心，先生之詞句有云：「南浦送君才幾日？

東家窺玉已三年。嫌他新月似眉彎！」先生之詩句又曰：

「秋風瑟瑟拂高枝，白袷單寒又一時；炒栗香中夕陽裡，

不知誰是李和兒？」（李和兒宋汴京炒栗馳名，金陷汴都，

李流落燕山〔今北京也〕，嘗流涕語宋之使金者：我東京李

和兒是也。）愛國之丹心，隱耀於宮徵之間，此情誰復知

者？爾時吾輩書生，救亡無力，方自深慚，顧猶以研文論

藝相為濡沫，蓋以為中華民族文化精神不死，則吾中華民

族豈得亡乎？嗟嗟，此意之於《詞說》，又誰復知者！

吾為先師《詞說》作序，豈曰能之，踐四十年前之舊

約也。文已冗長，而於先生之精詣，曾無毫髮之發揮，而

可為學人之津渡者。撫膺自問，有負先生之所望，為愧何

如！然迫於俗事，吾所欲言正多，而又不得不暫止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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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日或有第二序，以報先生，兼以印證今昔識解之進退，

可也。

癸亥端午佳節　受業周汝昌謹述於北京東城

（引自《硯霓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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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目  後記

去歲擬說稼軒詞時，選詞既定，曾有記如右。比莘園抄

來，竟不曾說。今日再閱一過，回想爾時胸中所欲言者俱已

幻滅，如雲如煙，不可追求。但約略記得，其時頗有與諸家

理會一向之意。今所寫，則極力避免與前人鬥口，若其間有

不合則固然耳，與去歲無以異。吾甚幸去歲之不曾說，省卻

多少口舌是非。吾又甚悔去歲之不曾說，事過境遷，遂致曾

無蹤跡可證吾之學力與識力有無進益也。舊說既無有，而今

吾所說又稍稍異前所見，又舊所選。不曾分卷，今釐而二之，

上卷多飛動之作，下卷所選稍較恬靜。又於下卷中棄《臨江

仙》「金谷無煙」一首、《鷓鴣天》「晚日寒鴉」一首、「有甚閒

愁」一首。而補以今之《青玉案》《感皇恩》《清平樂》。則舊

記本可不存。而仍存之者，敝帚自珍之外，意者小小意見，

或亦有可供二三子參會處耶。自吾初著筆為此「說」，時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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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日長天暑，今雖立秋，仍在三伏，秋老虎之餘烈，猶未

稍減。吾之病軀雖較舊時為健，而苦思久坐，頭之眩，腰之

楚，亦屢屢迫我停筆臥床。至於揮汗如雨，倦目生花，可無

道矣。吾寫至此，《詞說》真將卒業矣。雖曰自喜，終竟慚愧。

圜悟和尚問其弟子宗杲曰：「達摩西來，將何傳授？」杲曰：

「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問：「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

下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杲曰：「此是第二句。」吾今兹

之「詞說」，其皆野狐精見解與第二句乎？卅二年八月十二日

記於淨業湖南之倦駝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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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苦水曰：自吾始能言，先君子即於枕上口授唐人五言四

句，令哦之以代兒歌。至七歲，從師讀書已年餘矣。會先妣

歸寧，先君子恐廢吾讀，靳不使從，每夜為講授舊所成誦之

詩一二章。一夕，理老杜《題諸葛武侯祠》詩，方曼聲長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案上燈光搖搖顫動者久之，乃

挺起而為穗。吾忽覺居室牆宇俱化去無有，而吾身乃在空山

中草木莽蒼裡也。故鄉為大平原，南北亙千餘里，東西亦廣

數百里，其地則列御寇所謂「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者

也。山也者，爾時在吾亦只於紙上識其字，畫圖中見其形而

已。先君子見吾形神有異，詰其故，吾略通所感。先君子微

笑，已而不語者久之，是夕遂竟罷講歸寢。吾年至十有五，

所讀漸多，始學為詩，一日於架上得詞譜一冊讀之，亦始知

有所謂詞。然自是後，多違庭訓，負笈他鄉。二十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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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更自學為詞。先君子未嘗為詞，吾又漫無師承，信吾意讀

之，亦信吾意寫之而已。先君子時一見之，未嘗有所訓示，

而意似聽之也。顧吾其時已知喜稼軒矣。世間男女愛悅，一

見鍾情，或曰宿孽也。而小泉八雲說英人戀愛詩，亦有前生

之說。若吾於稼軒之詞，其亦有所謂宿孽與前生者在耶？自

吾始知詞家有稼軒其人以迄於今，幾三十年矣。是之間，研

讀時之認識數數變，習作之途徑亦數數變，而吾每有所讀，

有所作，又不能囿於詞之一體。時而韻，時而散，時而新，

時而舊，時而三五月至三五年擯詞而不一寓目，一著手。而

吾之所以喜稼軒者或有變，其喜稼軒則固無或變也。意者稼

軒籍隸山東，吾雖生為河北人，而吾先世亦魯籍，稼軒之性

直而率，戇而淺，故吾之才力、之學識、之事業，雖無有其

萬之一，而性習相近，遂終如針芥之吸引，有不能自知者耶。

噫，佛說因緣，難言之矣。然自是而交好多目余填詞為學辛，

二三子從余治詞者亦或以辛詞為問，而頻年授書城西校中，

亦曾為學者說《稼軒長短句》。一九四一年冬，城西罷講，是

事遂廢。會莘園寓居近地安門，與吾廬相望也，時時過吾談

文。一日吾謂平時室中所說，聽者雖有記，恐亦難免不詳與

失真。莘園曰：「若是，何不自寫？」吾亦一時興起，乃遴選

辛詞二十首，付莘園抄之。此去歲春間事也。然既苦病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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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疲飢驅，荏苒一載將半，始能下筆，作輟二十餘日，終於

完卷。亦足以自慰，足以慰莘園，且足以慰年來函詢面問之

諸友也。夫說辛詞者眾矣，吾嘗盡取而讀之，其犁然有當於

吾心者，蓋不數數遘。吾之說辛，吾自讀之，亦自覺有稍異

夫諸家者。吾之視人也既如彼，則人之視吾也，其必能犁然

有當於心也耶？彼此是非，其孰能正之？雖然，既曰說，則

一似為人矣。吾之是說，如謂為為人，則不如謂為自為之為

當。此其故有三焉。其一，吾二十餘年來讀辛詞之所見，零

星散亂，藉此機緣，遂得而董理之。其二，吾初為上卷時，

筆致甚苦生澀，思致甚苦艱辛，情致甚苦板滯，及至下卷，

時時乃有自得之趣。其三，吾平時不喜為說理之文，於是亦

得而練習之。為人之結果若何，吾又烏能知之，若其自為，

則吾已有種豆南山之感矣。勝業雖小，終愈於無所用心耳。

或有謂既以自為而非為人，又何必詞說之為？曰：既非為

人而以自為，又何不可為詞說也？陶公詩時時言酒，而人謂

公之意不在酒，藉酒以寄意耳。夫其意在酒，固須言酒；若

其意不在酒，而陶公之詩乃又不妨時時言酒也。且夫宇宙

之奧，事物之理，吾人其必不能知耶？苟其知之，吾人又必

能言之耶？孔子為天縱之聖，釋迦為出世之雄，是宜必能知

矣。孔子循循善誘，誨人不倦，而曰：「予欲無言。」釋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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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說一大藏教，超度眾生，而曰：「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

即為謗佛。」以聖人與大雄，尚復如是，則說之難歟？抑說

之無益歟？月固月也，人不識月，而吾指以示之，則有認指

為月者矣。水固水也，析之為氫二氧，無毫髮虛偽於其間也，

說之確當無加於是矣。然既氫二氧矣，又安在其為水也？若

是夫說之難且無益也。孔子與釋迦所說者道，而今吾所欲言

者文。道無形而文有體，則說道艱而說文易。古來說文之作，

吾所最喜，陸士衡《文賦》，劉彥和《雕龍》，是真意能轉筆，

文能達意者。然士衡曰：「是蓋輪扁之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

之所能精。」又曰：「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爾。」則有欲言

而不能言者矣。至劉氏之《文心雕龍》，較之《文賦》，加詳

與備。然其《序志》亦曰：「雖復輕採毛髮，深極骨髓，或有

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以二氏之才

識與思力，專精於文，尚復如是，吾未見說文之易於說道也。

是故知之愈多，言之愈寡；知之彌邃，說之彌艱；文之與道

無殊致也。彼孔子與釋迦，陸機與劉勰，皆知道與知文者也，

宜其言之如是。吾於道無所知，自亦不言，至今之說辛詞，

詞亦文也，說詞亦豈自謂知文？陸氏與劉氏，維其知文，雖

不能忘言，要不肯易言，故有前所云云耳。若夫苦水維其不

知文，故轉不妨妄言之，是亦陶公飲酒之別一引申也。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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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彼村氓山樵，釋耒弛擔，田邊

林下，亦間談性天。此豈能與夫子並論？彼村氓山樵，不獨

無方聖人之意，亦並無自謂有知性天之心，要之，亦不能不

間或一談而已，亦更不須援萏蕘之言，聖人擇焉而為之解嘲

也。於是乃不害吾說文，又不害吾說辛詞也。而吾又將奚以

說也？於古有言：文以載道。若是乎文之不能離道而自存

也。然吾讀《論語》《莊子》及大雄氏之經，皆所謂道也，而

其文又一何其佳妙也？《論語》之文莊以溫，《莊子》之文縱

而逸，佛經之文曲以直、隱而顯。如無此妙文，則其書將誰

誦之？而其道又奚以傳？若是乎道之有賴於文也。彼載道之

文，且復如是，則為文之文將何如邪？古亦有言：詩心聲也，

字心畫也。夫如是，則學文之人將如何以涵養其身心，敦勵

其品行乎？殆必如儒家之正心誠意，佛家之持戒修行而後

可。雖然，審如是，即超凡入聖，升天成佛，於為文乎何有？

且吾即將如是以說耶？則雖談天雕龍，辨析秋毫，於說文又

何有？奈學文者又決不可忽視上所云之涵養與敦勵。然則如

之何而可？於此而有簡當之論，方便之門，夫子之忠與恕，

初祖之直指本心，見性成佛是也。所謂誠也。故曰：「修辭立

其誠。」故曰：「誠於中，形於外。」吾嘗觀夫古今之大文人

大詩人之作，以世諦論之，雖其無關於真義之處，亦莫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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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誠，宿於誠。稼軒之詞無游辭，則何其誠也。復次，文者

何？文也者，文彩也。無彩，即不成其為文矣。吾之所謂文

彩，非脂粉熏澤之謂。脂粉熏澤，皆自外鑠，模擬襲取，非

文彩也。而欲求文彩之彰，又必須於文字上具爐捶，能驅使，

始能有合。小學家之論小學也，曰形，曰音，曰義。今姑藉

此固有之假名，以竟吾之說。曰義者，識字真，表意恰是，

此盡人而知之矣。然所謂識字，須自具心眼，不可人云亦云。

否則仍模襲，非文彩也。曰形者，借字體以輔義是。故寫茂

密鬱積，則用畫繁字。寫疏朗明淨，則用畫簡字。一則使人

見之，如見林木之蓊鬱與夫岩岫之杳冥也。一則使人見之，

如見月白風清，與夫沙明水淨也。曰音者，借字音以輔義是

也。故寫壯美之姿，不可施以纖柔之音；而宏大之聲，不可

用於精微之致。如少陵賦櫻桃曰「數回細寫」，曰「萬顆勻

圓」。細寫齊呼，櫻桃之纖小也；勻圓撮呼，櫻桃之圓潤也。

以上三者，莫要於義，莫易於形，而莫艱於聲。無義則無以

為文矣，故曰要。形則顯而易見，識字多則能自擇之，故曰

易。若夫音，則後來學人每昧於其理，間有論者，亦在恍兮

惚兮、若有若無之間，故曰艱。曰要，曰易，曰艱，以上云

云，就知之而言也。若其用之於文也亦然。雖然，古來大家，

其亦果知之耶？要亦行乎其不得不然，不如是，則不愜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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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而已。今吾亦既再三言之，則亦似知之矣，而吾之所作，

其果能用之耶？即能用之，其果能必有合耶？吾嘗笑東坡

「魂飛湯火命如雞」一句之非詩，其義淺而無致，其形粗而無

文，其聲則噪雜而刺耳。東坡世所謂才人也，而其為詩，乃

有此失，其他作家，自宋而後，雖欲不等諸自鄶以下不可得

也。若夫往古之作，「三百篇」、《楚辭》《十九首》，曹孟德、

陶淵明，於斯三者，殆無不合。李與杜，則有合有離矣。然

其高者，亦殆無不合。今姑以杜為例。七言如「風吹客衣日

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如「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

旗翻」，如「駿尾蕭梢朔風起」，如「萬牛回首丘山重」，五言

如「重露成涓滴，疏星乍有無」，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

明」，如「雲臥衣裳冷」，如「側目似愁胡」等，皆於形、音、

義三者，無毫髮憾。學人有心，細按密參，自有入處，不須

吾一一舉也。稼軒之詞，亦有合有離矣。其合者，一如老杜，

即以今所選諸詞論之，如《念奴嬌》之「淒涼今古，眼中三兩

飛蝶」，如《沁園春》之「疊嶂西馳，萬馬迴旋，眾山欲東」，

如《鷓鴣天》之「紅蓮相倚渾如醉，白鳥無言定自愁」，如《南

歌子》之「月到愁邊白，雞先遠處鳴」等，學人亦可自會，又

不須吾一一說也。雖然，吾上所拈舉，聊以供學人之反三云

爾。吾非謂二家之合作即盡於是，亦非謂其有句而無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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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今所選辛詞二十章，亦豈遂謂足以盡稼軒哉？抑吾尚有不

能已於言者，凡夫形、音、義三者之為用也，助意境之表達

云爾。是故是三非一，亦復即三即一。一者何？合而為意境

而已。一者何？即三者而為一而已。故視之而睹其形，誦之

而聽其聲，而其義出焉。又非獨唯是也，聽其聲而其形顯焉，

而其義出焉。若是則聲之輔義更重於形也。三即一者，此之

云爾。且三者之合為文而彰為彩也，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

有心求。稍一勉強，便非當家。古之作者，其入之深也，常

足以探其源而握其機。故能操縱殺活，太阿在手。其出之徹

也，又常冥然如無覺，夷然如不屑。故能左右逢源，行所無

事。於是而所謂高致生焉。吾乃今然後論高致。吾國之作

家，自魏、晉、六朝迄乎唐、宋，上焉者自有高致；其次知

求之，有得不得；其次雖知求之，終不能得；若其未夢見者，

又在所不論也。稼軒之為詞，初若無意於高致，則以其為人，

用世念切，不甘暴棄，故其發而為詞，亦用力過猛，用意太

顯，遂往往轉清商而為變徵，累良玉以成疵瑕，英雄究非純

詞人也。然性情過人，識力超眾，眼高手辣，腸熱心慈，胸

中又無點塵污染，故其高致時時亦流露於字裡行間。即吾所

選二十首中，如《水龍吟》之「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

際」，《鵲橋仙》之「看頭上風吹一縷」，《清平樂》之「誰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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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高舉，一行白鷺青天」，皆其高致溢出於不覺中者也。義已

詳《說》中，兹不贅。問：既曰高致，則作品所表現，亦嘗有

關於作者之心行乎？曰：此固然已。而吾又將烏乎論之？且

此寧須論也？且吾前此拈心畫、心聲時不已稍稍及之矣耶？

故於此亦不復論。若高致之顯於作品之中也，則必有藉乎文

字之形、音、義與神乎三者之機用。是以古之合作，作者之

心、力既常深入乎文字之微，而神致復能超出乎言辭之表，

而其高致自出。不者，雖有，不能表而出之也。而世之人欲

徒以意勝，又或欲以粉飾熏澤勝，慎已。吾如是說，其或可

以釋王漁洋之所謂神韻，王靜安之所謂境界乎？雖然，吾信

筆乘興，姑如是云云耳。吾年來於是之自悟、自肯也，亦已

久矣。即與兩家所標舉之神韻與境界無一毫髮合焉，吾之自

肯如故也。即舉世而不見肯，吾之自肯仍如故也。吾之為此

詞說也，豈有冀於世之必吾肯也？二三子既有問，吾適有所

欲言，聊於此一發之云爾。吾說而無當也，則等於大野之風

吹，宇宙空虛，亦何所不容。其當也，又豈須吾說之耶。上

智必能自合之；次焉者，研讀創作，日將月就，必能自得之。

若是者又奚吾說之為耶？下焉者，雖吾說，其有稍濟耶？且

四十九年，三百餘會，一部大藏經，亦何嘗非說？而其終也，

世尊拈花，以不說說，迦葉微笑，以不聞聞。二三子雖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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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切，欲得頓悟，來相叩擊，希冀觸磕，吾亦已不能無言，

而果能言之耶？言所以達意，而果能達耶？即達矣，二三子

之所會，果為吾意耶？嗟夫，初祖西來，教外別傳，直指本

心。而六祖目不識丁，且謂諸佛妙理，非關文字，顧尚有《壇

經》。馬祖初而曰即心即佛，繼而曰非心非佛；雖其言之簡，

固亦不能無言也。弟子大梅謂其惑亂人未有了日。宜哉。後

來子孫，拈槌竪拂，輥球弄獅，極之而棒，而喝，而打地，

而一指，苦矣，苦矣。吾嘗推其意，蓋皆知其不能言而又不

能不有所表現以示來學，所謂不得已也。出家大事，如此糾

紛，亦固其所。若夫詞說，有何重輕。謂之說《稼軒長短句》

可，謂之非只說《稼軒長短句》亦可。謂之為人可，即謂之

自為亦可。謂之意專在說可，即謂之意不在說，尤大無不可。

漆園老叟，千古達人，而曰呼我為牛者應之，呼我為馬者應

之。莊子果牛與馬耶，即不呼不應，莊子之為牛馬自若也。

果非牛與馬耶，人呼之即應之，莊子之為莊子自若也。嗟嗟，

釋迦有言：萬法唯心。中哲亦言：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吾

輩俱是凡夫，生於斯世，心固不能不有所繫維。苟有以繫維

吾心，而且得以自樂焉，斯可矣。呼牛與馬可應之，而名之

與財，又奚以區而別之也耶？至是而吾之自序，亦將畢矣。

自吾初著手為此序，未意其冗長如是。而終於如是冗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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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稍稍綜合《說》中之言，一、欲稍稍補足《說》中之義，二、

欲稍稍恢宏《說》中之旨，三也。雖然，冗長至如是，而所謂

綜合、補足與恢宏也者。吾自讀此序一過，仍覺有欲言而未

能言與夫言之而未能盡者，則亦不能不止於是矣。《稼軒長

短句》自在天壤之間，讀之者而好之者，會之者，大有人在，

將不待吾之選之、說之、序之也。至於文則一如道。道無不

在，而文亦若中原之有菽。學文之士自得之者，亦大有人在，

更不需吾之說也。法演禪師謂陳提刑曰：「提刑少年曾讀小

豔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

聲。』」吾姑抄此，以結吾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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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卷

賀新郎  賦琵琶

鳳尾龍香撥。自開元、霓裳曲罷，幾番風月？

最苦潯陽江頭客，畫舸亭亭待發。記出塞、黃雲堆

雪。馬上離愁三萬里，望昭陽宮殿孤鴻沒。弦解語，

恨難說。    遼陽驛使音塵絕。瑣窗寒、輕攏慢捻，

淚珠盈睫。推手含情還卻手，一抹涼州哀徹。千古

事、雲飛煙滅。賀老定場無消息，想沉香亭北繁華

歇。彈到此，為嗚咽。

讀辛老子詞，且不可徒看他橫衝直撞，野戰八方。即如

此詞，看他將上下千古與琵琶有關的公案，顛來倒去，說又

重說。難道是幾個典故在胸中作怪？須知他自有個道理在。

原夫詠物之作，最怕為題所縛，死於句下；必須有一番手段

使他活起來。獅子滾繡球，那球滿地一個團團轉，獅子方好

使出通身解數。然而又要能發能收，能擒能縱，方不至不可

稼軒詞說  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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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辛老子詞，且不可徒看他橫衝直撞，野戰八方。即如

此詞，看他將上下千古與琵琶有關的公案，顛來倒去，說又

重說。難道是幾個典故在胸中作怪？須知他自有個道理在。

原夫詠物之作，最怕為題所縛，死於句下；必須有一番手段

使他活起來。獅子滾繡球，那球滿地一個團團轉，獅子方好

使出通身解數。然而又要能發能收，能擒能縱，方不至不可

稼軒詞說  上卷

收拾。稼軒此作，用了許多故實，恰如獅子輥繡球相似，上

下，前後，左右，獅不離球，球不離獅，獅子全副精神，注

在球子身上。球子通個命脈，卻在獅子腳下。古今詞人一到

用典詠物，有多少人不是弄泥團漢。龍跳虎臥，鳳翥鸞翔，

幾個及得稼軒這老漢來？雖然如是，尚且不是辛老子最後一

著。如何是這老子最後一著？試看換頭以下曲曲折折，寫到

「輕攏慢捻」，「推手」「卻手」，已是迴腸蕩氣；及至「一抹

涼州哀徹」，真是四弦一聲如裂帛，又如高漸離易水擊筑，

字字俱作變徵之聲。若是別人，從開端至此，費盡氣力，好

容易掙得一片家緣，不知要如何愛惜維護，兢兢業業，惟恐

失去。然而稼軒卻緊釘一句：「千古事雲飛煙滅。」這自然不

是「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但是七寶樓台，一拳粉碎，

此是何等手段，何等胸襟。真使讀者如分開八片頂陽骨，傾

下一瓢冰雪來。又如虯髯客見太原公子，值得心死兩字也。

要會稼軒最後一著麼？只這便是。然而若認為是武松景陽岡

上打虎的末後一拳，老虎便即氣絕身死，動彈不得，卻又不

可。何以故？武行者雖是一片神威，千斤膂力，卻只能打得

活虎死去，不會救得死虎活來。辛老子則既有殺人刀，亦有

活人劍，所以不但活虎可以打死，亦且死虎可以救活。不信

麼？不信，試看他「賀老定場無消息，想沉香亭北繁華歇」

十五個字，一口氣便呵得死虎活轉來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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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奴嬌  重九席上

龍山何處？記當年高會，重陽佳節。誰與老

兵供一笑？落帽參軍華髮。莫倚忘懷，西風也解，

點檢尊前客。淒涼今古，眼中三兩飛蝶。    須信

採菊東籬，高情千載，只有陶彭澤。愛說琴中如得

趣，弦上何勞聲切？試把空杯，翁還肯道：何必杯

中物？臨風一笑，請翁同醉今夕。

稼軒性情、見解、手段，皆過人一等。苦水如此說，

並非要高抬稼軒聲價，乃是要指出稼軒悲哀與痛苦底根苗。

凡過人之人，不獨無人可以共事，而且無人可以共語。以此

心頭寂寞愈蘊愈深，即成為悲哀與痛苦。發為篇章，或涉憤

慨。千萬不要認作名士行徑、才子習氣。彼世之所謂名士才

子者，皆是繡花枕，麒麟楦，裝腔作勢，自抬身份，大言不

慚，陸士衡所謂詞浮漂而不歸者也。即如明遠，太白，有時

亦未能免此，況其下焉者乎。稼軒即不然，實實有此性情、

見解與手段，實實感此寂寞，且又實實抱此痛苦與悲哀，實

實怪不得他也。

此詞起得不見有甚好，為是重九席上，所以又只好如此

起。迤邐寫來，到得「誰與老兵供一笑，落帽參軍華髮」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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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便已透得些子消息。老兵者誰？昔之桓溫，今之稼軒

也。桓溫當年面前尚有一個孟嘉，可供一笑。稼軒此時眼中

一個孟嘉也無。往者古，來者今，上是天，下是地，當此秋

高氣爽，草木搖落之際，登高獨立，眇眇余懷，何以為情？

所以又有「莫倚忘懷，西風也解，點檢尊前客」三句，是嘲

是罵，是哭是笑，兼而有之。卻又嫌他忒殺鋒鋩逼人，所以

今日被苦水一眼覷破，一口道出。直劍「淒涼今古，眼中三

兩飛蝶」，寫得如此其感喟，而又如彼其含蓄；納芥子於須

彌，而又納須彌於芥子。直使苦水通身是眼，也覷不破，遍

體排牙，也道不出。英雄心事，詩人手眼，悲天憫人，動心

忍性，而出之以蘊藉清淡，若向此等處會得，始不辜負這老

漢；若一味向鹵莽滅裂處求之，便到驢年也不會也。

稼軒手段既高，心腸又熱，一力擔當，故多煩惱。英雄

本色，爭怪得他？陶公是聖賢中人，擔荷時則掮起便行，放

下時則懸崖撒手。稼軒大段及不得。試看他《滿江紅》詞句，

「天遠難窮休久望，樓高欲下還重倚」，提不起，放不下，

如何及得陶公自在。這及不得處，稼軒甚有自知之明，所以

對陶公時時致其高山景行之意。一部長短句，提到陶公處甚

多。只看他《水調歌頭》詞中有云：「我愧淵明久矣，猶借此

翁湔洗，素壁寫《歸來》。」真是滿心欽佩，非復尋常讚歎。

古今詩人，提起彭澤，那個又不是極口讚歎，何止老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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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然而他人效陶、和陶，扭捏做作，只緣人品學問，不能

相及，用盡伎倆，只成學步，捉襟見肘，百無是處。稼軒作

詞，語語皆自胸臆流出。深知自家與陶公境界不同，只管讚

歎，並不效顰。所以苦水不但肯他讚陶，更肯他不效陶；尤其

肯他雖不效陶，卻又了解陶公心事。此不止是人各有志，正

是各有能與不能，不必綴腳跟、拾牙慧耳。只如此詞後片，

忽然借了重九一個題目，一把抓住彭澤老子，大開頑笑，不

但句句天趣，而且語語尖刻。即起陶公於九原，恐亦將無以

自解。且道老辛是肯淵明，不肯淵明？若道不肯，明明說是

高情千古。若道肯，卻又請他試把空杯。不見道：只因愛之

極，不覺遂以愛之者謔之。又道是：「故將別語惱佳人，要看

梨花枝上雨。」苦水如此說，甚是不敬，只為老辛頑皮，所

以致使苦水輕薄。下次定是不敢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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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園春  靈山齊庵賦，時築偃湖未成

疊嶂西馳，萬馬迴旋，眾山欲東。正驚湍直下，

跳珠倒濺，小橋橫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閒，天教

多事，檢校長身十萬松。吾廬小，在龍蛇影外，風

雨聲中。    爭先見面重重。看爽氣朝來三數峰。

似謝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戶，車騎雍容。我

覺其間，雄深雅健，如對文章太史公。新堤路，問

偃湖何日，煙水濛濛。

讀辛詞，一味於豪放求之，固不是；若看作沉著痛快，

似矣，仍未是也。要須看他飛針走線，一絲不苟，始為得

耳。即如此詞，一開端便即氣象崢嶸，局勢開拓，細按下

去，何嘗有一筆軼出法度之外？工穩謹嚴處，便與清真有異

曲同工之妙。笑他分豪放、婉約為兩途者之多事也。

閒話且置。即如此詞，如何是辛老子一絲不苟處，一

毫不曾軼出法外處？看他先從山說起，次及泉，及橋，及松

樹，然後才是吾廬，自遠而近，秩秩然，井井然。換頭以

下，又是從廬中望出去底山容山態。然後說到將來的偃湖。

腳下幾曾亂卻一步。雖然苦水如是說，仍不見得不曾辜負稼

軒這老漢。何以故？步驟雖然的的如此，卻不是稼軒獨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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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亦不能以此為稼軒絕調。一切作家，誰個筆下又不是有頭

有尾，有次第，有間架？誰個又許亂說來？他人如是，稼軒

亦如是。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且道如何又是

稼軒所獨擅的絕調。自來作家寫山，皆是寫他淡遠幽靜，再

則寫他突兀峻厲。稼軒此詞，開端便以萬馬喻群山，而且是

此萬馬也者，西馳東旋，踠足鬱怒。氣勢固已不凡，更喜作

者羈勒在手，故作驅使如意。真乃倒流三峽，力挽萬牛手

段。不必說是超絕千古，要且只此一家。但如果認為稼軒要

作一篇翻案文字，打動天下看官眼目，則大錯，大錯。他胸

中原自有此鬱勃底境界，所以群山到眼，隨手寫出，自然如

是，實不曾有心要與古人爭勝於一字一句之間，又何曾有心

要與古人立異？天下看官眼目，又幾曾到他心上耶？雖然，

是即是，終嫌他太粗生。稼軒似亦意識及此，所以接說珠

濺、月弓，是即是，卻又嫌他太細生。待到交代過十萬松

後，換頭以下，便寫出「磊落」「雍容」「雄深雅健」，有見解，

有修養，有胸襟，有學問，真乃擲地有聲。後來學者，上焉

者硬語盤空，只成乖戾；下焉者使酒罵座，一味叫囂。相去

豈止千里萬里，簡直天地懸隔。而且此處說是寫山固得，說

是這老漢夫子自道，又何嘗不得。寫到此處，苦水幾番想要

擱筆，未寫者不想再寫，已寫者也思燒去。饒我筆下生花，

舌底翻瀾，葛藤到海枯石爛，天窮地盡，數十頁《稼軒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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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何曾搔著半點癢處？總不如辛老子自作自讚，所供並皆

詣實。讀者若於此會去，苦水詞說，盡可以不寫，亦盡不妨

寫。若也不然，則此詞說定是燒去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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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江紅

稼軒居士花下與鄭使君惜別醉賦。侍者飛卿奉命書

莫折荼蘼，且留取、一分春色。還記得、青梅

如豆，共伊同摘。少日對花渾醉夢，而今醒眼看風

月。恨牡丹、笑我倚東風，頭如雪。

榆莢陣，菖蒲葉。時節換，繁華歇。算怎禁風

雨，怎禁鵜鴂。老冉冉兮花共柳，是棲棲者蜂和蝶。

也不因、春去有閒愁，因離別。

花下傷離，醉中得句，侍兒代書，此是何等情致。待到

一口氣將九十許字讀罷，有多少人嫌他忒煞質直。杜少陵詩

曰：「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楊誠齋詩卻說：

「霜幹皴枝臂來大，只著寒花三兩個。」若只許他蜀中黃四娘

家千朵萬朵，不許他紹興府學門前寒花霜幹得麼？換頭自「榆

莢陣」直至「怎禁鵜鴂」，雖非金聲玉振，要是斬釘截鐵，一

步一個腳印，正是辛老子尋常茶飯，隨緣生活。及至「老冉

冉兮花共柳，是棲棲者蜂和蝶」，多少人讚他前用《離騷》，

後用《論語》，真乃運斤成風手段。苦水卻不如是說。若謂冉

冉出屈子，棲棲出聖經，所以好，試問花共柳、蜂和蝶，又

有何出處？上面恁麼冠冕堂皇，底下恁麼質俚草率，豈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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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紗帽圓領，腳下卻著得一雙草鞋？須看他「老冉冉兮花共

柳」是怎的般風姿？「是棲棲者蜂和蝶」是怎的般情緒？要在

者裡，體會出一個韻字來，方曉得稼軒何以不求與古人異，

而自與古人不同；何以雖與古人不同，卻仍然與古人神合。隔

岸觀火之徒動是說「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

本色」。苦水卻笑他如何不說，雖非本色，要極天下之工乎？

且夫所謂本色者何也？山定是青，水定是綠，天定是高，地

定是卑，若是之謂本色歟？大家如此說，我不如此說，便非

本色。苟非真切體會，縱如此說了，又何異瞎子所云之「諸

公所笑，定然不差」？假如真切體會了，便不如此說，亦何嘗

不是本色？且稼軒如此寫，豈非正是稼軒本色乎？若謂只是

太粗生，則何不思：無性情之謂粗，沒道理之謂粗，稼軒此

詞，至情至理，粗在甚麼處？你道塗粉抹脂，便是細麼？揭

起那一層塗抹，十足一個黃臉婆子，面疱雀斑，青痣黑疤，

累積重疊，細在甚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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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龍吟  登建康賞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

獻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裡，江

南遊子。把吳鈎看了，闌干拍遍，無人會，登臨

意。    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求田

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

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

千古騷人志士，定是登高遠望不得。登了望了，總不免

泄漏消息，光芒四射。不見阮嗣宗口不臧否人物，一登廣武

原，便說：「時無英雄，遂使竪子成名。」陳伯玉不樂居職，

壯年乞歸，亦像煞恬退。一登幽州台，便寫出「念天地之悠

悠，獨愴然而涕下」。況此眼界極高、心腸極熱之山東老兵

乎哉？

此《水龍吟》一章，各家詞選錄稼軒詞者，都不曾漏去。

讀者太半喜他「落日樓頭」以下七個短句，二十七個字，一

氣轉折，沉鬱頓挫，長人意氣。但試問此「登臨意」究是何

意？此意又從何而來？倘若於此含胡下去，則此七句二十七

字便成無根之木、無源之水，與彼大言欺世之流，又有何區

別？何不向開端兩句會去？此正與阮嗣宗登廣武原、陳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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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幽州台一樣氣概、一樣心胸也。而且「千里清秋」，「水隨

天去」，浩浩蕩蕩，蒼蒼茫茫，一時小我，混合自然，卻又抵

拄枝梧，格格不入，莫只作開擴心胸看去。李義山詩曰：「花

明柳暗繞天愁，上盡層樓更上樓。欲問孤鴻向何處？不知身

世自悠悠。」與稼軒此詞，雖然花開兩朵，正是水出一源。此

處參透，下面「意」字自然會得。好笑學語之流，操觚握筆，

動即曰無人知，沒人曉，只是你自己胸中沒分曉。試問有甚

底可知可曉？即使有人知得曉得了，又有甚麼要緊？偏偏要

說無人知，沒人曉，真乃癡人說夢也。前片中「遙岑」三句，

大是敗闕。後片中用張翰事，用劉先主事，用桓溫語，意只

是說，欲歸又歸不得，不歸亦是空度流年。但總不能渾融無

跡。到結尾處「紅巾翠袖，搖英雄淚」，更是忒煞作態。若說

責備賢者，苦水詞說並非《春秋》，若說小德出入，正好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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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聲甘州

夜讀《李廣傳》不能寐，因念晁楚老楊民瞻約同居山間，戲用李
廣事以寄之

故將軍飲罷夜歸來，長亭解雕鞍。恨灞陵醉

尉，匆匆未識，桃李無言。射虎山橫一騎，裂石響

驚弦。落魄封侯事，歲晚田園。

誰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馬，移住南山。看風

流慷慨，談笑過殘年。漢開邊、功名萬里，甚當時、

健者也曾閒？紗窗外、斜風細雨，一陣輕寒。

《白雨齋詞話》曰：「辛稼軒，詞中之龍也。」因忽憶及

小說一則：一龍墮入塘中，極力騰踔，數尺輒墜，泥塗滿身，

蠅集鱗甲。凡三日。忽風雨晦冥，霹靂一聲，龍便掣空而去

云云。苦水讀辛詞，雖不完全肯《白雨齋詞話》，但於此《八

聲甘州》一章，卻不能不聯想到小說中所寫之墮龍。看他開

端二語，天矯而來，真與一條活龍相似。但逐句讀去，便覺

此龍漸漸墮落下去。匆匆者何也？或是草草之意耶？匆匆未

識，以詞論之，殊未見佳。「桃李無言」，雖出《史記．李廣

傳》後之「太史公曰」，用之此處，不獨隔，亦近湊。落魄兩

句便是因地一聲墮入泥中。《傳》中明說，李廣不言家產事，



稼軒詞說  上卷  031

「田園」二字，作何著落？換頭云「誰向桑麻杜曲」，是又不

事田園也。「短衣匹馬」出杜詩，是說看李將軍射虎，非說李

將軍射虎也。「匹馬」字與前片「雕鞍」字、「一騎」字重複，

是龍在塘中，泥塗滿身，蠅集鱗甲時也。「風流慷慨，談笑

過殘年」，縱然極力騰踔，仍是不數尺而墜。直至「漢開邊」

十五個字，方是風雨晦冥，霹靂一聲，掣空而去。龍終究是

龍，不是泥鰍耳。至「紗窗外，斜風細雨，一陣輕寒」，則是

滿天雲霧，神龍見首不見尾矣。昔者奉先深禪師與明和尚同

行腳，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

哉！一似個衲僧。」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羅網

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苦水今日，斷章取義，採

此一節，說此一詞，得麼？雖然，似即似，是則非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