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詩不厭百回讀

袁行霈　著





日月不息　師表常尊  5 

日月不息　師表常尊

—賀袁行霈老師八十華誕

葛曉音

從 1963 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算起，我成為袁行霈老師

的學生已經有半個世紀了。五十餘年來，古代文學教研室

的許多老先生已經陸續謝世，袁老師也從風華正茂的才俊

變成了白髮蒼蒼的名賢。但是他儒雅的風度和溫厚的笑

容，卻幾十年不變，使學生們忘記了歲月的磨蝕，領會了

古人所云 「日月不息，師表常尊」的至理。

一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文系文學專業，不少重要的基

礎課都由教授親自上堂。我們六三級的魏晉南北朝隋唐

文學史這一段，是由林庚先生教的。那時林先生才五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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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頭髮烏黑，但因為表情嚴肅，不苟言笑，在同學們眼

裡是很難接近的老權威。這門課有幾節曾由袁老師上過。

中文系當時有很多年輕的助教和講師，五五級留了一批，

人數最多，袁老師也是一位青年教師，但他是五四級的，

輩分較高。見到袁老師之前，就已經聽說他是青年才俊中

的佼佼者，所以大家對他的到來都很期盼。第一次在課堂

上見到他，恍若看到了林庚先生年輕時的形象：清癯的臉

容，瘦削的身材，更有那種獨特的清逸氣質，與林先生真

有幾分神似。後來有一次不知甚麼單位要來課堂錄像，袁

老師特意換上了一身深色嶄新的中山裝，和林先生平時的

裝束一樣，讓大家不由得眼前一亮。於是同學們私下裡把

袁老師稱作「小林庚」。已經不記得袁老師當初上課的具

體內容，只有他那清晰緩慢的語調和一手漂亮的板書，至

今印象深刻。

「十年動亂」結束後，我們老三屆的大學生中有少數

人考回了北大的「回爐班」，第二年又各自考取了各大學

中文系研究生。我師從陳貽焮先生門下，學習魏晉南北朝

隋唐文學方向。袁老師的選修課自然是我的必修。那時研

究生還不多，選修課也不分研究生和本科生，想聽的都可

以去聽。研究生和七七級的同學都擠在一個課堂裡。改革

開放初期，同學們都想把浪費了的十年光陰奪回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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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極其高漲。許多課堂座無虛席，其中袁老師和金開誠

老師的課最為叫座。雖然已經安排在二教的大階梯教室，

但座位還是不夠，經常是剛剛佔到一個好位子，聽說要換

教室，就得趕快收拾文具書包，衝到另一個更大的教室裡

去。最高紀錄是一堂課換了三次教室，就這樣還有許多學

生坐在階梯上，甚至是老師講台周邊的地上。所以我那時

總是早早就到課堂，搶佔最前排的位子。我的筆記也是最

認真的，幾乎每句話都記。因為常坐在前排，有時袁老師

會在課間休息時走到我面前，拿起我的筆記本翻閱，幫我

補上漏記的內容，或者理解不準確的地方。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文學史的教學開始突破五六十

年代只講思想性、人民性的教條主義框框，重視詩歌藝術

的理解和分析。袁老師就是當時的先行者。他的課著重在

詩歌的意境和藝術表現，正是學生們最為渴求的內容。而

他的講課藝術也和他講的內容一樣，非常講究。節奏的快

慢疏密、聲調的抑揚頓挫，都把握得恰到好處。既要言不

煩，善於用最關鍵的幾句話將每首詩歌的好處點透；又深

入細緻，讓聽眾跟著他清晰的講解進入意境。那時上課用

的資料主要靠教師抄黑板。袁老師的板書都是直行，字體

端麗遒勁，寫滿一黑板後，可以當書法欣賞。有時要擦掉

改寫新的，同學們心裡都暗暗可惜。八十年代中，葉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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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多次來北大講學訪問，常由陳先生和袁先生接待。有

一次聊天時談起講課來，葉先生問我：「葛曉音，作為他

們兩位先生的學生，你來點評一下他們的講課怎麼樣？」

這下把我難住了，我想了一下，回答說：「陳先生的講課

是興會神到式的；而聽袁先生講課是藝術享受。」葉先生

大笑。

陳先生和袁老師很談得來，在校園裡經常可以遇到他

們兩人一起騎著自行車來來去去。陳先生有甚麼事，或者

有新詩要送給袁老師看，總是打發我到袁老師家裡去。我

和張明非雖然不是袁老師親自指導的學生，但是他待我們

同樣親切，八十年代初，很多人家還沒有電話，我和張明

非曾兩次冒冒失失事先沒有聯繫，就上門叨擾。一次是因

語言專業的曹寶麟同學為袁老師刻了兩枚藏書章，我和張

明非送上門去。袁老師和夫人楊老師非常客氣，非要留我

們吃雞湯麵。不久袁老師作為北大中文系第一位到東京大

學文學部講學的老師去日本。對於我們這些曾經長期閉鎖

在邊疆農村的學生來說，國外是甚麼樣子，就像外星一樣

難以想像，所以等袁老師回國後，我們又迫不及待地去敲

門，請袁老師給我們談談在日本的見聞。袁老師雖然剛回

學校很疲勞，但仍然高興地接待我們，和我們聊了很久，

還留我們在他家吃飯，我們也就老實不客氣地吃上了。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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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想起來，當學生的時候真是不懂事。

畢業留校以後，和袁老師在同一個教研室，常常能從

他待人接物的態度悟出一些為人師者所應有的修養。那時

教研室經常有政治學習，或是開會討論教學大綱的修改，

老師們見面機會比較多。討論工作時，無論有甚麼樣的意

見不合，他從不與人相爭，只是從容地申述自己的意見。

我說話有時比較衝，袁老師如果覺得不妥當，只是微笑

著制止，讓我立即醒悟自己的不得體，慢慢地知道應該謹

言慎行。袁老師是口不臧否人物的，準確地說，是不否只

臧。五十年來，從未聽他在背後議論過別人的是非；但別

人有一點好處，他總是不吝誇獎。有一次，一個外地來北

大聽課的進修教師抄襲了袁老師上課的內容，當成自己的

文章去發表。大家知道此事都義憤填膺，因為八十年代這

種事情還比較罕見。但袁老師只是無可奈何地笑笑，沒有

劍拔弩張地去追究那個外地教師。但是他對學術上的問題

非常認真。有一年他的一位研究生在論文中將陳子昂《修

竹篇序》中所說：「不圖正始之音，復睹於茲。」解釋為指

阮籍、嵇康等正始詩人的詩歌，這本來是通行的解釋，不

能算錯。我原來也是這樣理解的。但陳貽焮先生認為應該

是用《毛詩序》中所說「《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

之基」的意思。我查閱了若干盛唐文和白居易的用法，接



10  好詩不厭百回讀    

受了陳先生的觀點。在評那篇研究生論文時，就提出了商

榷意見。袁老師見到後，便來和我討論這句話究竟該怎麼

解，並且查找了一些可以證明「正始之音」是指曹魏正始

詩歌的例子。確實唐詩唐文中也有一些是這樣用的，比如

李善《進文選表》。所以原來的解釋也可通。讓我感動的

是袁老師和我討論問題時沒有一點老師的架子，態度非常

謙和誠懇。他對後輩的成長也非常關懷，有時聽外校的老

師說起袁老師如何推獎我，楊老師也總是見面就鼓勵我，

才知道原來我的論文袁老師大多看過，很清楚我的發展路

向。但他很少將這種關注流露在外面，只是默默地扶持。

記得袁老師剛擔任《國學研究》主編時，為了編發創刊號，

曾特意組織了一個演講會，讓我和閻步克等青年學者到會

上去宣講我們投給創刊號的論文。然後把這些論文和前輩

名宿的論文都發在第一期《國學研究》上，其中的深意不

言自明。

北大中文系的老師們向來有尊師的傳統。陳先生和

袁先生都不是林庚先生的研究生，只是擔任過助教，但都

畢生以弟子之禮奉侍林先生。陳先生每週都要到林先生家

裡去請安，因為較年長，林先生待他很客氣。袁老師比較

年輕，林先生在工作上或在家務方面有甚麼事，都找袁老

師。雖然林先生也曾斷斷續續地留過得力的研究生如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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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或助手如商偉這樣的年輕人在他身邊，但在我看來，

林先生似乎是把袁老師當兒子看的，袁老師也完全融入了

林先生的家庭。我因此在林先生家裡常常見到袁老師。

逢年過節自不必說，林先生家裡有甚麼大小事情，都是袁

老師張羅。雖然後來袁老師的學術地位越來越高，工作責

任越來越重，但這種親密的師生關係直到林先生去世始終

不變。

林先生伉儷情深，但師母晚年患有多種疾病，最終在

林先生八十大壽這一天去世，林先生悲痛不已。袁老師十

分擔心先生的健康，為了讓林先生早日從陰影中走出來，

想了很多辦法。後來他聯繫了一家出版社，請林先生選一

本適合少兒閱讀的詩選，袁老師為之做注釋，希望他在精

神上有所轉移。林先生果然在完成這一工作後，心情慢慢

平復。過了些日子，林先生提出想要寫完《中國文學史》

的下冊，指定我當助手。在此期間，林先生談起他對《水

滸傳》的看法，與當時所有論水滸的意見都不同。他從《水

滸傳》的成書過程和版本入手，判斷了水滸最後成書的年

代。同時，根據盛唐以來對「王霸」的解釋，批評了當時

有些學者將水滸英雄要建「王霸之業」的說法誤解為要推

翻朝廷的論點。論證了宋江接受招安的必然性。再從明代

前期外患嚴重以及明朝處理外敵和鎮壓內亂的不同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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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入手，分析了此書在寫到宋江招安後為甚麼將大量篇

幅放在抵禦外敵上的時代原因。我幫他在圖書館尋找了很

多材料以證成此說。論文寫作過程中，我告訴袁老師，林

先生有一篇關於《水滸傳》的論文，論點可謂石破天驚。

袁老師非常高興，要我告訴他內容。因為稿子尚未完成，

林先生希望暫時保密，所以一時不能說。以後袁老師每次

遇到我就關切地詢問稿子的進展，但不再問內容。初稿完

成後，我趕快先給袁老師看了。袁老師看後當即表示要把

這篇論文刊登在《國學研究》上。後來經過修改，發在創

刊號上。按袁老師和林先生的關係，林先生寫了甚麼他先

知道是理所當然的。但為了尊重林先生要保密的意思，袁

老師還是一直耐心地等著。這件趣事也讓我看到了袁老師

尊師的古人之風。

二

袁老師成為全國名師以後，擔子越來越重。他先是領

導北大文史哲的教師們和中央電視台合作，完成了《中華

文明之光》一百五十集的攝製工作，這件事對於發揚傳統

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後，又組織全國古典文學的專家

主編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取代了二十世紀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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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成書的藍皮文學史和社科院文研所的文學史，作為高校

中文系使用的教材，至今無可替代。後來，又組織北大文

史哲的教師編纂了《中華文明史》，這套書完成後，美國以

康達維為首的一批漢學家立即準備翻譯成英文。北大成立

一百一十週年時，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來北大。在和教師

的座談會上，袁老師作為代表發言，對如何讓世界了解中

國傳統文化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建議。後來，北大在國學院

的基礎上成立了漢學研究中心，每年資助一些海外學者來

華研究。袁老師作為國學院院長和漢學中心主任，自然是

更加忙碌了。

做了這麼多大事，又同時擔任著全國人大常委、民盟

中央副主席、中央文史館館長等許多社會職務，耗費了大

量的時間和精力，袁老師對於自己的專業研究卻一直沒有

放鬆。多年來出版了《中國詩歌藝術研究》《中國文言小說

書目》《中國文學概論》《中國詩學通論》《盛唐詩壇研究》

《清思錄》《愈廬集》《陶淵明研究》《陶淵明集箋注》等等著

作，發表了許多有影響的論文，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績。

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袁老師的詩歌藝術研究就馳

譽海內外。他繼承了林先生的長處，對詩歌藝術有很高的

感悟力，同時又能將詩歌文本研究和文學理論研究結合起

來，最早從中國古典詩歌的多義性、意境、意象、詩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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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美，以及人格美、自然美等多方面闡發了中國詩歌藝

術的內涵。這些方面後來都成為學術界風行於八十年代到

九十年代前期的熱點問題。袁老師的每篇論文思考都非常

周密詳細，幾乎做到了題無賸義。例如論《中國古典詩歌

的多義性》，指出了雙關義、情韻義、象徵義、深層義和

言外義五種情況，每種都舉出詩例，以精彩的分析來支持

論點，最後概括出所有這些多義性，是中國古典詩歌含蓄

蘊藉的主要成因。又如意境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討論

文章最多的一個問題，特別是意境的定義，有一段時期十

分糾結。袁老師的《中國古典詩歌的意境》糾正了當時很

多人以為「意境」一詞創自王國維的誤解，上篇先從「意與

境的交融」闡明中國古代傳統的文藝理論中意境這個範疇

如何形成，並指出了意與境交融的三種方式：情隨境生，

移情入境，體貼物情、物我情融。這三種方式都是從大量

詩歌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其次，袁老師又從「意境的深化

和開拓」闡明構思和提煉對於意境創造的重要性。再次，

袁老師還從「意境的個性化」分析了意境和風格的關係，

並指出王國維的「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說違反了創作

與欣賞的一般經驗。最後，指出意境創新的重要性。上篇

論意境已經涵蓋了許多論文的內容，而此文還有下篇，先

說明「有無意境不是衡量藝術高低的唯一標尺」，然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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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詩人之意境，詩歌之意境，讀者之意境」。尤其是

從熟稔感、嚮往感、超越感三方面來分析讀者之意境，極

有新創。當時，西方的接受美學還沒有風靡國內，這三種

感受都是袁老師從自己的閱讀經驗中得來，可說是獨創的

接受理論。最後文章還指出了「境生於象而超乎象」的問

題。由於囊括了意境這一論題的方方面面，儘管後來關於

意境的論文汗牛充棟，但是大多沒有超越這篇論文的範圍

和深度。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講詩歌美學是古典文學研究的潮

流，有些論文雖然講得滿臉是美，卻甜得發膩。袁老師講

詩歌美總是從原理著眼，感性和理性結合得恰到好處。

關於人格美和藝術美的關係，就是他較早關注的一個角

度。例如他論屈原的人格美，上篇從「獨立不遷」「上下求

索」「好修為常」三方面抓住屈原人格美的主要特點，下篇

以「瑰奇雄偉之美」「絢麗璀璨之美」「流動迴旋之美」「微

婉隱約之美」四個方面與之對應，講清了騷型美是屈原美

好的人格在藝術上的體現。與此同時，袁老師很早就注意

到哲學思想和詩歌藝術的關係，例如《言意與形神—魏

晉玄學中的言意之辨與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研究魏晉玄學

對文論的影響，在當時也是富有開創性的。論文追溯了言

不盡意論從戰國到魏晉時期的發展，從語言和思辨的關係



16  好詩不厭百回讀    

分析了言不盡意論的原理。並探討了王弼對莊子的得意忘

言論的詮釋，歐陽建《言盡意論》的論證缺陷。同時，對

某些流行的說法提出不同看法，如認為言盡意和言不盡意

只是討論言辭和意念的關係，不等於認識論，又指出言不

盡意和得意忘言是兩個不同的命題，言不盡意從表達方面

說，得意忘言是從接收方面說，不可混為一談，言不盡意

論的代表人物是荀粲而不是王弼。在此基礎上，論文進一

步探討了言意之辨對古代文藝理論的影響，從《文賦》、

陶淵明，到《文心雕龍》、《詩品》、劉禹錫、《詩式》、司空

圖、歐陽修、嚴羽、王漁洋的詩學理論，一一辨析其理論

與言意之辨的關係，然後又從言意之辨引申到重神忘形的

理論，及其在人物品鑒及繪畫、書法理論中的體現，將題

目做到了十分完足的程度。陳貽焮先生曾告訴我，林庚先

生很欣賞袁老師的這篇論文。此外，袁老師論述詩與禪、

王維詩歌的禪意與畫意等論文，在同類題目的研究中也是

較早的。由於論點從大量詩歌和文論文本中提煉，論述穩

妥精當，這些論文常常被同行引用。正如林先生在《中國

詩歌藝術研究》序言中所說，袁老師「為學多方，長於分

析。每觸類而旁通，遂遊刃於群藝，嘗倡邊緣之學；舉凡

音樂、繪畫、宗教、哲學，思維所至，莫不成其論詩之注

腳。」打通多種學科之間的聯繫，最後落實到詩歌藝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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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正是學界當下努力的方向，而袁老師早在三十年前

就以其研究的實績開出了新方法的門徑。

袁老師的治學實踐了他自己多次在文章和學術會議發

言中所倡導的主張：將橫通和縱通結合起來，成果要經得

起時間的檢驗。這些固然是他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但更

重要的是，他們這一代學者治學，是全身心地投入。和林

先生、陳先生一樣，袁老師重視大作家的研究，從屈原、

陶淵明、李白、杜甫到蘇軾、陸游、辛棄疾，關注的都是

偉大詩人。他們被這些詩人的人格精神所感動，努力去和

他們交朋友，在研究這些詩人的過程中受到潛移默化的影

響。袁老師說他最喜愛的詩句是杜甫的「心跡喜雙清」，

把它當作自己的座右銘。而最能體現心與跡俱清的詩人莫

過於陶淵明了。所以袁老師在陶淵明研究上花費的時間最

多，他積多年鑽研之成果，完成了《陶淵明集箋注》的大

著作，撰寫了研究陶淵明的一系列論文，如《崇尚自然的

思想與陶詩的自然美》《陶淵明的哲學思考》《陶淵明與魏

晉風流》《陶淵明與晉宋之際的政治風雲》《陶詩主題的創

新》《辛詞與陶詩》《論和陶詩及其文化意蘊》等等，同行學

者譽之為 「特色鮮明，自成一家」，「其扎實的功底和翔實

可信的資料積累，對文本的悉心研讀和獨到的藝術見解，

人品研究和作品研究結合，藝術鑒賞和哲學思考研究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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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等，都將給後學者深刻的啟迪」。同時，他還在生

活中努力實踐著陶淵明的人生哲學。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以後的學界，保持心跡雙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隨著社

會風氣的變化，學風也受到污染。大江南北的各地高校都

為著博士點、學科評估、成果評獎等搞公關、走後門，忙

得不亦樂乎。邀請講學、旅遊、送禮，處身於學科評議要

津的學術權威們很難抵擋這些猛烈的攻勢。找袁老師的人

自然更不在少數，我也曾經陪外地的老同學登過他的門。

但是袁老師非常小心，只要是可能有某種干求意圖的邀

請，他一概婉言謝絕。雖然難免得罪一些人，但保持了內

心的坦然。其實被攻下來的那些評委，可能替人辦了事，

卻也留下了被人背後議論的污名。袁老師對別人的請託是

如此，對自己的事情也同樣不肯求人。他曾有一位碩士畢

業好幾年的研究生，想考他的博士，只是因為在職，不符

合中文系不招在職博士生的規定，儘管考試成績出色，外

語滿分，也不能入學。袁老師雖然為之惋惜焦急，卻不願

利用自己的聲望和資格去系裡請求通融。後來那位研究生

只能到別的系去就讀。

前年冬天，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舉辦學術大師

講壇，邀請袁老師前去演講，題目就是「陶淵明研究」。

在場的聽眾都從他的演講中感受到他是將多年研究陶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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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得體會濃縮在這次講課中了。他在《陶淵明集箋注》

中有許多關於陶淵明生平的新發現和詩歌語詞解讀的新見

解，如果從考據角度講，學生不易聽懂，但他通過詩歌的

解析深入淺出地傳達出來，就特別有趣味。他做的 PPT 還

準備了非常豐富的資料和圖片。很多書畫是他多年來利用

出國訪問的機會到歐美國家的圖書館拍攝的，以前雖然在

《北京大學學報》上讀過他的相關論文《古代繪畫中的陶

淵明》，但這次親眼看到圖片，更覺精彩紛呈。搜集這些

資料不知要花費多少工夫，但為陶淵明研究開出一塊新天

地，多少辛苦也是值得的了。在台下聽講時，我的腦海裡

不斷浮現出上研究生時聽他講課的回憶。這麼多年過去，

先生的頭髮已經全白，但是精神依然矍鑠。他講著陶淵

明，似乎就是這位大詩人的知己。他的聲調平和低緩，但

有一種沁入人心的吸引力，令百餘名聽眾擠滿的講堂鴉雀

無聲。講座結束前袁老師還朗誦了一首他早年下鄉時寫的

學陶詩，使全場氣氛達到了高潮。這次講座持續了將近三

個小時，袁老師始終站著，講到後來連嗓音都嘶啞了。但

直到我作為主持人進行講評時，他還是不肯坐下，依然謙

和地微笑著面向聽眾。我想到了袁老師以前多次說過的一

句話：「我這輩子就是個普通的老師。我喜歡當老師。如

果有下輩子，我還是願意當老師！」我把這句話還有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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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右銘「心跡喜雙清」告訴聽眾，全場掌聲雷動，經久不

息。在場聽講的東京大學大木康教授不停地說：「感動！

感動！太感動了！」大家都明白：一位學者只有具備這樣

的情懷，才能真正理解陶淵明，使他的陶淵明研究難以

超越。

送袁老師去機場時，中央文史館陪同他前來的工作

人員悄悄告訴我：「館長講完回住處時，累得幾乎下不了

車，路都走不動了。」是啊，如今連我這個老學生都站不

了兩個小時，更不要說年近八十的先生竟站了三個小時的

講台。為了取得更好的講課效果，袁老師忘記了自己的年

齡和體力。只要站在講台上，他所想的就只是怎麼把課教

好。無論身居甚麼樣的職位，他最在乎的還是教書。五十

年前是如此，五十年後還是如此。

日月不息，師表常尊。衷心祝願袁老師健康長壽，永

葆陶詩的心境和學術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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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好詩不厭百回讀》是北京出版社的編輯高立志兄策

劃的，他起的書名，他搜集的文章，也由他擔任責編。這

省了我很多事，我很感謝。我猜想這書名的靈感來自蘇

東坡的兩句詩：「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

（《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這兩句詩的典故出自魏魚豢《魏

略》：「董遇好學，人來從學，每曰：『當先讀書百遍，而義

自見。』從學者云：『苦難得暇日。』遇曰：『當以三餘：冬，

歲之餘；夜，日之餘；陰雨，時之餘。』」

既然讀書百遍，其義自見， 那就無須講解了。但為何

還要講呢？原來這「講」不過是跟讀者的一種交流、一種

彙報，講的是自己的體會，也可以說是向讀者繳的一份作

業罷了，讀者不可完全聽信的。董仲舒說：「《詩》無達詁，

《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這樣看來，百回讀不是死

讀，而是要不斷琢磨，不斷領悟，既要得詩人之用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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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自己的體會。元遺山說：「文須字字作，亦要字字讀。

咀嚼有餘味，百過良未足。」（《與張仲傑郎中論文詩》）他

強調「咀嚼」，強調讀出「餘味」來，也是經驗之談。

好詩是多義的，是有啟發性的，給讀者留下了想像的

餘地，讓讀者參與藝術的再創造。在準確理解寫作背景和

字詞典故的基礎上，讀者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譚獻說過：

「詩人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復堂詞

錄序》）這是深得詩之奧妙的。如果把詩當成數學原理或

公式，只能有一種理解，而排斥其他，豈不是把一川活水

變成一灘死水了嗎！詩歌語言的生機不也就被扼殺了嗎！

我還有這樣的經驗，同一首詩，在不同的年齡讀來感

悟不同，在不同的境遇中讀來，感悟也不同。正如黃庭堅

論陶淵明所說：「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

事，知決定無所用智。」（《書陶淵明詩後寄王吉老》）

請讀者千萬不要把我的賞析文章當成標準答案，你們

可以發揮自己的藝術才能，去領悟，去補充，去發揮。將

我的解析當成一根線頭，牽出你們自己的世界來才好。當

然，前提必須是真正讀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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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漢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此詩是一個樵夫所唱。他熱戀著一位美麗的姑娘，

卻得不到她。這支絕妙的詩歌正是他在漢水之濱砍柴

的時候，浩淼的水勢觸動了情懷而唱出的。他明明知道

所愛的人不可得到，卻依然不能忘記她。不僅如此，還

要幻想得到她的時候如何如何。真是痴情一片，情深似

海啊！

首章八句，四句曰「不可」。二、三章重複首章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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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又各有兩個「不可」。短短的一首小詩，竟浸於一片

連接不斷的「不可」聲中，歌者的那種無可奈何之情沛然

流注。

這首詩的結構形式和《詩經》中其他許多民歌一樣

也是重章疊句。而這首詩的韻味主要就表現在「漢之廣

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這四句的反覆詠

唱上。長歌浩歎，回環往復，不能自已。這四句構成妙

喻，都是就眼前之景，信手拈來。《詩經．衛風》中有一

篇《河廣》，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

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

朝。」江河的寬窄以及是否可渡，人的感覺會隨著感情

的變化而發生變化。要比喻事之難成，則曰：不可泳、

不可方。要比喻事之易成，則曰：誰說河寬？只要以一

葦就可以渡過了。誰說河寬？連一隻小船都容不下。是

不是沒有客觀的可信的標準呢？也不是。只是抒情詩的

創作原不必拘泥於生活的細節。這種靈活的處理方法，

正是詩歌藝術巧妙的地方，細細體會是頗為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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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冉孤生竹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

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

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

千里結遠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

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

過時而不採，將隨秋草萎。

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

此詩或云是婚後夫有遠行，妻子怨別之作。然細

玩詩意，恐不然。或許是寫一對男女已有成約而尚未成

婚，男方遲遲不來迎娶，女方遂有種種疑慮哀傷，作出

這首感情細膩曲折之詩。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竹而曰「孤生」以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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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孑孑孤立而無依靠，「冉冉」是柔弱下垂的樣子。這是

女子的自喻。「泰山」即「太山」，大山之意。「阿」是山

坳。山是大山，又在山阿之處，可以避風，這是以山比

喻男方。《文選》李善注曰：「結根泰山阿，喻婦人託身

於君子也。」誠是。

「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菟絲）和女蘿

是兩種蔓生植物，其莖蔓互相牽纏，比喻兩個生命的結

合。《文選》五臣注：「兔絲女蘿並草，有蔓而密，言結

婚情如此。」從下文看來，兔絲是女子的自喻，女蘿是

比喻男方。「為新婚」不一定是已經結了婚，正如清方

廷珪《文選集成》所說，此是「媒妁成言之始」而「非嫁

時」。「為新婚」是指已經訂了婚，但還沒有迎娶。

「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這還是以「兔絲」自

喻，既然兔絲之生有一定的時間，則夫婦之會亦當及

時。言外之意是說不要錯過了青春時光。

「千里結遠婚，悠悠隔山陂。」從這兩句看來，男方

所在甚遠，他們的結婚或非易事。這女子曾企盼著，不

知何時他的車子才能到來，所以接下來說：「思君令人

老，軒車來何遲！」這首詩開頭的六句都是比，這四句

改用賦，意盡旨遠，比以上六句更見性情。

「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採，將隨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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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萎。」這四句又用比。蕙和蘭是兩種香草，用以自比。

「含英」是說花朵初開而未盡發。「揚光輝」形容其容光

煥發。如要採花當趁此時，過時不採，蕙蘭亦將隨秋草

而凋萎了。這是希望男方趁早來迎娶，不要錯過了時

光。唐杜秋娘《金縷衣》：「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

空折枝。」與此兩句意思相近。

最後二句「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張玉穀說：

「代揣彼心，自安己分。」誠然。這女子的疑慮已抒寫畢

盡，最後遂改為自我安慰。她相信男方諒必堅持高尚的

節操，一定會來的，那麼自己又何必怨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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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迢牽牛星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

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牽牛和織女本是兩個星宿的名稱。牽牛星即「河鼓

二」，在銀河東。織女星又稱「天孫」，在銀河西，與牽

牛相對。在中國關於牽牛和織女的民間故事起源很早。

《詩．小雅．大東》已經寫到了牽牛和織女，但還只是作

為兩顆星來寫的。《春秋元命苞》和《淮南子．俶真訓》

開始說織女是神女。而在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洛

神賦》和《九詠》裡，牽牛和織女已成為夫婦了。曹植《九

詠》李善注曰：「牽牛為夫，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