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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咏梅词的创作范式
○ 马

宁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宋代是咏梅文学繁 荣的时代 , 尤以南宋为盛 , 因为咏梅有其深远的历史和浓厚的现实文化背景 , 宋人在创 作咏梅

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范式 。 主要体现在思想 内容 、艺 术表现手 法和审美特 点等方 面 。 本文就 对此进 行了
探讨和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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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咏梅文学繁荣的时代, 尤以南宋为盛, 咏梅词作数量繁

砚旁 ,每天都情不自禁的欣赏美丽的花朵, 静静地享受其沁人心脾

多, 争奇斗巧, 各具特色, 名篇佳句, 数不胜数 。因为咏梅有其深远的

的清香, 虽说嗅过了也不够, 要嗅它上百遍才过瘾。“分明销得人肠

历史和浓厚的现实文化背景 , 宋人在创作咏梅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断” , 看来 ,梅花着实令词人魂牵梦萦了 , 对梅花的喜爱, 对梅花的款

了自己的创作范式。 王兆鹏先生在《论“ 东坡范式” ——— 兼论唐宋词

款深情, 跃然纸上。宋代词人爱梅, 所以观梅 、赏梅时便把梅花的冰

的演变》这篇文章中提出 :
“这里所谓`范式' , 是指作家在他的作品中

肌玉骨看的透彻, 如晁补之的《盐角儿 ·亳社观梅》 :

所建立的一种审美规范, 既包括作品本体上的特征 , 也包括创作主
体的审美理想及其把握, 表现现实世界与心灵世界的方式” 。[ 1] 这是
对“范式”的科学解释, 下面就据此对宋代咏梅词的创作范式加以探
讨和总结。
宋人对词体及词的功能的认识越来越深入 , 咏物词作渐具规
模, 成为宋词中最具艺术魅力和审美特质的创作类型, 其中咏梅词
也由此前简单地对梅花的自然形态的精细刻画趋向多元化, 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内容方面

开时似雪, 谢时似雪, 花中奇绝。香非在蕊, 香非在萼, 骨中香
彻。
占溪风, 留溪月 , 堪羞损 、山桃如血。 直饶更、疏疏淡淡 , 终有一
般情别。
梅花开时的容貌, 谢时的风姿, 都犹如雪花般晶莹剔透, 洒脱怡
人, 真乃花中的绝色佳品, 它那醉人的清香不是从花蕊散发出来的,
也不是从花萼散发出来的 ,而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具有穿透力的
香, 突出描写了梅花的香彻透骨的特点。“占溪风, 留溪月 , 堪羞损、
山桃如血” , 运用对比的手法, 以山桃花衬托梅花非凡的神韵 。梅花

1.
单纯的咏梅之作 ,抒爱梅之深情

非但独占了小溪的轻风和明月, 还将那鲜艳无比的红红的山桃花羞

在宋代, 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 ,文人的地位逐步提高, 文化

怯惭愧得减损了几分颜色, 可见梅花的气质和神 韵的超凡脱俗。

品味随之提升 ,梅花以其清逸脱俗之姿, 幽香清绝之性深得宋人喜

“直饶更 、疏疏淡淡, 终有一般情别” , 纵然枝叶花影稀疏, 清香淡淡,

爱, 加之宋代梅花品种繁多, 分布地区广, 文人士子爱梅 、赏梅、赋梅

最终还是别有一番媚俗之花所不能与之媲美的超凡情致。

者不断涌现, 纷纷借助于词这一文学形式表达爱梅之情。 于是在继
承咏梅文学传统的基础上, 把对梅花的喜爱展现得淋漓尽致 。李之
仪的《蝶恋花》堪称爱梅之典范:
为爱梅花如粉面。天与工夫, 不似人间见。 几度拈来亲比看。
工夫却是花枝浅。
觅得归来临几砚。尽日相看, 默默情无限。 更不嗅时须百遍。
分明销得人肠断。
在词人看来 , 梅花如粉般的容姿, 实属人间罕见 ,这好像是上天

从彭元逊的《疏影· 寻梅不见》更能看出爱梅心切:
江空不渡, 恨蘼芜杜若, 零落无数 。远道荒寒 , 婉娩流年 , 望望
美人迟暮。风烟雨雪阴晴晚, 更何须春风千树。 尽孤城、落木萧萧,
日夜江声流去。
日晏山深闻笛, 恐他年流落, 与子同赋。 事阔心违, 交淡媒劳,
蔓草沾衣多露。汀洲窈窕余醒寐, 遗佩环 、浮沉澧浦。 有白鸥、淡月
微波 ,寄语逍遥容与。

给予的造化, 然而梅花拥有的国色天香的风韵又是亲眼所能见到

上片写江天空阔, 词人看不见梅花清影 , 于是不惜路远天冷, 苦

的。词人爱梅之深无以言表 ,就折几枝梅花回来放在自己几案的墨

苦追寻她美好柔婉的芳容 ,可是经过多少风烟雨雪, 昏幕阴晴, 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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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找到梅花的倩影。 下片以笛声起兴, 表达了词人内心对梅花的仰

译

凤。
素面翻嫌粉涴, 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 不与梨花同

慕、渴盼之情, 从寻梅不见中可以看出词人失望之余的愁苦, 怅惘及
梦。

对梅花的用情之浓。

这首咏梅词是作者被贬至惠州时所作,“ 从字面上看 , 字字咏

2.
咏梅寄相思
古人有折柳赠别的传统, 也有折梅寄友人的风俗, 宋人有特殊

梅, 但其中却寄托了很深的情感内涵 。惠州在岭南, 乃瘴疠之地 , 作

的梅花情结, 梅花便成为谱成相思之曲不可缺少的音符, 这一自然

者咏梅, 特赞其不畏瘴雾的玉骨冰姿 , 赞赏其不同于凡花的高情远

物象与词人的细腻的心灵产生共鸣 , 映现出生命的质感, 因此宋代
咏梅词中借梅寄相思的词作数量颇多 ,配上《 梅花落》韵味悠长的旋

韵。 梅花的这种品格, 何尝不是苏轼自己虽屡遭挫折而无怨无悔的
高洁人格的象征呢” ?[3]

律, 梅与相思的联系演变成了一种既定的模式, 在人们的思维中定

陆游的《卜算子 ·咏梅》堪称此主题的代表作 :

格。以梅花寄托相思的词具体又分为多种样式, 有些是折梅以赠友

驿外断桥边 ,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 更著风和雨。

人、亲人的 , 有些是获友人之赠感念相思的, 有些是望梅而相思亲人、

无意苦争春 ,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 只有香如故。

情人的 。总之 ,相思之情可触可感, 情感浓厚热烈 , 可谓“最关情 , 折

陆游曾经称赞梅花“ 雪虐风饕愈凛然, 花中气节最高坚”(
《落

尽梅花 ,难寄相思” ,形成了宋代咏梅词寄托相思的独特范式 。现举

梅》), 梅花如此清幽绝俗, 出于众花之上, 可是如今竟开在郊野的驿

例如下 :
越娥红泪泣朝云。越梅从此学妖颦。腊月初头、庾岭繁开后,

站外面, 破败不堪的 “ 断桥” , 自然是人迹罕至、寂寥荒寒、梅花也就

特染妍华赠世人。

品格的高洁与坚毅 ,梅花无意争春,“一任群芳妒” , 依然保持着本我

前溪昨夜深深雪, 朱颜不掩天真。何时驿使西归, 寄与相思客,
一枝新 。报道江南别样春。

——— 晏殊《瑞鹧鸪 ·咏红梅》

芳心一点 。瘴雾难侵尘不染。 冷澹谁看 。月转霜林怯夜寒。
一枝孤静。梦破小窗曾记省 。烛影参差。 脉脉还如背立时。
——— 李光《减字木兰花》客赠梅花一枝 ,香色奇绝 , 为赋此词
年年江上见寒梅。几枝开。 暗香来。 疑是月宫, 仙子下瑶台。
冷艳一枝折入手, 断魂远 , 相思切 ,寄与谁。
怨极恨极嗅玉蕊。念此情 , 家万里 。暮霞散绮楚天外 , 几片轻
飞。为我多愁, 特地点征衣。我已飘零君又老 ,正心碎, 那堪闻, 塞管
——— 王观《江城梅花吟》

吹。
3.
梅格与人格的契合

(1)梅格的见证 。宋代的咏梅词已经超越了前人仅仅是对梅花
形态的描绘, 把欣赏的视角往深层次推进了 ,傲雪凌霜 、高洁顽强、雅
淡精神等词汇成了梅花的代名词, 所以“一剪梅花, 一见销魂” 。我们
来看郑域的《昭君怨》
道是花来春未 ,道是雪来香异 。竹外一枝斜 ,野人家。
冷落竹篱茅舍 ,富贵玉堂琼榭 。两地不同栽 ,一般开。
这首词写了梅花不嫌弃贫贱, 不追慕富贵的品格。 通篇未提
“梅” 字, 却以通俗如话的语言写出了梅花的品格 。说它是花, 春天还

倍受冷落了 ,本已寂寞愁苦不堪 , 更受到风雨的摧残。 下阕写梅花
的特质, 即使梅花掉落了, 化为泥土碾成灰尘 , 而它那骨子里的清香
永远改变不了。这首词是词人以梅花自况 , 可谓亦花亦人, 物我相
融, 托梅寄志。 虽赞美梅花, 实则流露出的是自我遭遇和精神品格,
梅花高洁的本性正是词人的真实写照 , 表现了词人对周围恶浊的政
治环境以及阿谀奉承之徒卑劣行径的蔑视, 保持孤高风骨、纯洁品
格的意志与决心。 陈亮的《点绛唇 ·咏梅月》也表明了自己的心志:
向梅那样, 永远保持高洁的品格。
4.
咏梅叹身世、思故国、尽忠报国
由于金兵入侵, 北宋灭亡, 战乱频仍, 国破家亡, 中原百姓流离
失所 ,纷纷南迁 , 文人士子带着刻骨铭心的痛咏梅抒发对故国的哀
思, 于是梅花成了历史的见证者,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 词人在咏梅
词中寄托不尽的沧桑悲慨, 抒发漂泊异乡的凄凉哀怨 , 表达幽独悲
郁的亡国情怀, 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 南宋的咏梅词达到鼎盛。 我
们就以具体词作解读, 试看黄庭坚的《虞美人 ·宜州见梅作》 :
天涯也有江南信, 梅破知春近 。夜阑风细得香迟 , 不道晓来开
遍向南枝。
玉台弄粉花应妒, 飘到眉心住 。平生个里愿杯深 , 去国十年老
尽少年心。
这首词上片表现了作者在看到梅花盛开时的喜悦心情 。下片

未到来 ,说它是雪 , 却幽香无比, 栽在农村贫寒之家的梅花和栽在富
贵之家的梅花一样开放。这就是梅花的志趣所在。 梅花的品格还

由梅花联想到梅花妆, 并进而发出感慨:
去国十年, 两次被贬 ,这一次

体现在萧泰来的词作《霜天晓角·梅》中 :

还是被编管宜州, 所以早就“老尽少年心” , 曲折地流露了作者对自己

千霜万雪, 受尽寒磨折 。赖是生来瘦硬, 浑不怕 、角吹彻。

被贬的不满 。细读周邦彦的《花犯 ·梅花》也可以看出, 作者不露痕

清绝, 影也别。知心惟有月。原没春风情性, 如何共、海棠说?

迹地把自己的身世融入咏梅之中 , 在写今年的对花、去年的胜赏 、来

梅花受尽浓厚的霜雪的折磨 , 仍保持着“瘦硬”的骨气。 晓角之

日的想象中 ,隐含了自己现在 、过去和未来的境遇。 辛弃疾《 念奴娇

音, 清冷悲壮, 能不为之所动, 更说明了梅的坚贞心志 。孤高清幽的

·题梅》(疏疏淡淡)也寄托了身世之感, 流露了词人高洁的情怀和不

梅花, 就是它的影子也别有风致, 惟有清冷的月光是它的知音, 它本
来就没有争春的志趣 ,怎么会和海棠一起取悦于春呢 ? 这就更显出

被重用的末路英雄之悲。

梅的“清绝” 、“瘦硬” 、有骨气。 此外, 苏轼的《南乡子· 梅花词和杨元

可作为代表 。两首咏梅寄托遥深 , 都是借梅托意。《暗香》是慨叹自

素》 、《西江月· 咏梅》也都可以见证梅的品格 。

己的身世飘零之恨和伤离念远之情, 全词将咏梅、相思以及今昔盛

(2)以梅明志, 梅格和人格的契合 。宋代咏梅词中把梅格和人
格完美统一起来的是苏轼, 他在咏梅词作中融入了自己的情志内涵

寄托身世之叹, 故国之思的作品, 姜夔的赋梅词《暗香》 、《疏影》

衰之感融为一体抒发。《疏影》则扩展到了对国家兴亡的关切和感
触上 ,超越了一己之情 。

和心理状态, 因为他是“把儒家的用世之志意与道家旷观之精神做

此类词作还有陆游《 满江红》(疏蕊幽香)、王沂孙《 法曲献仙音

了极圆满的融合, 虽在困穷斥逐之中 , 也未尝迷失彷徨, 而最终完成

·聚景亭梅次草窗韵》 、周密《法曲献仙音 ·吊雪香亭梅》 、洪皓《江梅

了一己的人生之目标与操守的成功人物” 。[2] 如《西江月·梅花》 :
玉骨那愁瘴雾 ,冰姿自有仙风 。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

引· 忆江梅》等 。
还有一类咏梅表达的是热衷求仕 , 以期报效朝廷的 , 如赵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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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奴娇· 梅》(兰枯菊槁):
“桃李舆台 , 冰霜宾客, 月地还凄悄 。暗香

粉红的脸颊 ,忍笑含香的檀唇 , 形肖毕现。“却随明月, 走上回廊” , 一

消尽, 和羹心事谁表” 、《探春令》(冰澌池面):
“看绿阴结子, 成功调

个“走' 字更是活灵活现 。

鼎, 有甚迟和晚” 。咏梅与求仕之间 , 是通过“ 盐梅和羹”的典故来表
达的。《尚书·说命下》 :
“ 若作和羹 , 尔惟盐梅” , 后来“ 盐梅和羹” 多
被引申为朝臣辅佐君王的意思。所以咏梅词里的这种热衷求仕 , 并

宋代咏梅词中的梅花形象及其品质是在于诸花的比较中呈现
的, 如“此花不与群花比”(李清照《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再如:
前村已遍倚南枝, 群花犹未知。

非是追求功名利禄, 而是与尽忠报国联系在一起的 。

——— 欧阳修《阮郎归》(雪霜林际见依稀)
雅出群芳。 占春前消息, 腊后风光。

二、艺术表现方法

——— 王安礼《万年欢》(雅出群芳)

路成文先生说 :
“在咏物词创作中 , 不同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
在某种程度上对咏物词的基本面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4] 宋代咏

江南残腊欲归时, 有梅洪亚雪中枝。一夜前村, 间破瑶英折 , 端
——— 晏殊《瑞鹧鸪·咏红梅》

的千花冷未知。

梅词能够如此繁盛, 离不开作者在艺术创作方面的苦心经营 , 才使

重吟细阅。 比繁杏夭桃, 品流真别。

得梅花意象深入人心 。其艺术表现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
衬托的运用

1.
用典

——— 吴感《折梅花》

梅花开花时多霜雪 , 以霜雪冷冽之气, 晶莹之质衬托梅花的清

宋人咏梅词中频繁运用典故, 最常用到的是姑射仙人、寿阳妆、
何逊爱梅、梅花落 、折花相赠、和羹等耳熟能详的 ,还有引用前人咏梅
事迹及其佳句来咏梅花的, 主要是指有“梅妻鹤子” 之称的林逋及其
在《山园小梅》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 。 例如姜夔
的《疏影》连用五个典故, 依次为赵师雄罗浮山遇梅花仙女、杜甫诗中

灵高洁, 如:
腊雪初销梅蕊绽。 梅雪相和 , 喜鹊穿花转 。雪霜林际见依稀。
清香已暗期 。

——— 欧阳修《阮郎归》(雪霜林际见依稀)

折向樽前君细看。 便是江南 , 寄我人还远 。手把此枝多少怨。
小楼横笛吹肠断。

——— 舒亶《蝶恋花》座间探题得梅

“绝代佳人” 、怀怨终生的王昭君、发明梅花妆的寿阳公主 、汉武帝金

此外 ,咏梅之作还常用《 梅花落》的曲子作背景或情节, 还有以

屋藏娇 ,驾驭掌故自然得体, 刻画出了梅花的风姿、品格、命运、遭遇,

月光下的梅花入题 ,写月下梅花的风姿。如李清照的《满庭芳》(小阁

在空灵超妙的笔墨中注入了深沉的思理与情感 。对用典的词作举

藏春):
“更谁家横笛 ,吹动浓愁” 。晁补之《行香子 ·梅》 :
“ 雪里清香,

例如下 :

月下疏枝” 。

清浅溪流倒影 , 更黯淡 、月色笼香。 浑疑是 、姑射冰姿 , 寿阳粉
面初妆 。

——— 王安礼《万年欢》(雅出群芳)

天意若教花似雪, 客情宁恨鬓如秋。 趁他何逊在扬州。

三、审美特点
1.
审美视角

——— 周紫芝《浣溪沙》(欲醉江梅兴未休)

宋以前的咏梅之作 , 数量还不太多, 主题也较狭窄。 往往停留

梦断香云耿耿 ,月淡梨花清影 。长笛倚楼谁共听, 调高成绝品 。

在对梅花的自然形态的精细刻画上。 宋人咏梅 , 几乎涉及到了赏梅

——— 王庭珪《谒金门· 梅》

的各个方面 。如踏雪寻梅 ,月下赏梅, 瓶插梅花 ;
水边梅 , 墙角梅 , 窗

狂歌醉客, 小摘问东风 ,花谢后, 子成时, 趁得和羹否 。

前梅 ;
折梅, 嗅梅 ,浴梅等等 ,咏梅的姿态从咏梅词的题目中就可以看

——— 李弥逊《蓦山溪· 次李伯纪梅花韵》

出来 ,如 :
早梅、栽梅 、赏梅、看梅 、观梅、探梅、访梅、咏梅、寻梅、饯梅、

长记行歌声断 ,犹堪恨 ,无情塞管频吹。寄远丁宁, 折赠陇首相

评梅 、催梅、惜梅 、忆梅花、望梅花、梅花韵、灯下观梅等等。所以咏梅

——— 赵佶《声声慢· 梅》

的花 、色 、香、枝、影以及残梅、落梅, 可谓观察细腻, 体物逼真 。写花

思。

一朵江梅春带雪。玉软云娇, 姑射肌肤洁。 照影凌波微步怯。

是“玉骨那愁瘴雾, 冰姿自有仙风”(苏轼《西江月 ·梅花》),“梅好惟

——— 赵鼎《蝶恋花 ·和元彦修梅词》

嫌淡伫, 天教薄与胭脂”(王安石《西江月 · 红梅》),“几点清雅容姿”

脉脉此情谁会 ,和羹事 ,且付香醪 。 ——— 秦观《满庭芳·赏梅》

(曾巩《赏南枝》)。写梅的颜色是“洗尽铅黄, 素面初无一点妆”(周邦

2.
比喻、拟人、对比修辞手法的运用

彦《丑奴儿·梅花》),“ 蕊点檀黄, 更看红唇间素装”(杨泽民《丑奴儿

暗香浮动黄昏月。

比喻、拟人、对比是宋代咏梅词中最常用的修辞手法, 这些修辞

·梅花》)。写梅香是“如今江上见寒梅 , 幽香自清绝” (蔡襄《好事

手法的广泛运用, 为此后的咏梅词的发展提供了创作经验和创作范

近》),“残雪枝头君认取 , 自有清香旖旎”(蒲宗孟《望梅花》)。 写梅枝

式。例如“霞裙仙珮, 姑射神人风露态。 蜂蝶休忙, 不 与春风一点

是“寒梅点缀琼枝腻”(李清照《渔家傲》),“削约寒枝香未透”(吴儆

看” 。(张耒《减字木兰花》)以美丽的服饰比喻梅花的姿态 。姑射仙

《浣溪沙 ·咏梅》)。写梅影如王质的《清平乐 ·梅影》“ 从来清瘦。 更

人曾“吸风饮露” , 故有此态, 在这里以仙人风韵喻梅花。“ 不比寻常

被春僝僽。 瘦得花身无可有。 莫放隔帘风透 。一枝相映孤灯。 灯

枝上雪 ,细叠冰绡 , 多谢天公快剪刀”(姚述尧《减字木 兰花 · 千叶

明不似花明 。细看横斜影下, 如闻溪水泠泠 。
” 写梅影最常用的词汇

梅》)词人用洁白而透明的绸子形容千叶梅, 可谓比喻贴切 , 形象生

就是“疏影”了。写残梅如吴则礼《一斛珠· 又赏残梅》 :
“梅花褪雪,

动。

赏心莫使慵欢悦。 大家且恁同攀折, 余蕊残英, 偏称淡笼月 。
”写落梅
陆游的《卜算子· 咏梅》中 ,用了很多描写人的心理的词语来形

的词作有尤袤《瑞鹧鸪 ·咏落梅》 、张孝祥《 鹊桥仙 ·落梅》 。 在宋代

容梅花 ,如“寂寞” 、“愁” 、“苦” 、“妒” 等, 拟人手法的运用把作者的审

咏梅词人的笔下, 对梅花形象的本质特征有了全面的认识, 在整个

美对象和审美观念清晰地展现出来, 将梅花高洁的品性融入人的性

梅花审美认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格特点 ,自己孤芳高洁的品质也就有了寄托。再如杨无咎的《柳梢

2.
审美结构

青》 :
“嫩蕊商量 。无穷幽思, 如对新妆。 粉面微红, 檀唇羞启 , 忍笑含

宋代咏梅词中时间的变化与词人心理的起伏相互交织, 如周邦

香。休将春色包藏。 抵死地 , 教人断肠。莫待开残 , 却随明月, 走上

彦的《花犯·梅花》 :
“粉墙低 , 梅花照眼, 依然旧风味。露痕轻缀 , 疑

回廊。” 写梅欲开如同刚画了新妆羞涩可人的女子, 简直美到极致。

净洗铅华, 无限佳丽。 去年胜赏曾孤倚, 冰盘同燕喜 。(转第 3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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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交流 ,便因此而黯然失色 , 销声匿迹 。它所宣称的个性并没有得

下物质主义 、个人主义伦理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对导致人性异

到发展 ;
相反, 整个个人主义理想误入歧途 , 去迎合金钱文化的一举

化的工业文明表示反叛 。他的小说捕捉了传统与现代思想冲击之

一动。 它已经成为不平等与压迫的源泉与辩护。”

[10] 440

道尔和弗罗

下人们矛盾的情感结构 。他对道德与激情的探索对生活在后现代

伦斯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 。虽然道尔也在爱德华的激情感动下

社会的人们仍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好兵》体现了福特反工业精神、

有所触动, 但他毕竟是一个工业精神的异化畸形产物, 他愚蠢 、麻木。

解构传统理性道德的伦理思想。 ◆

理性精神压抑着人们的激情 ,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有压抑就会
有反抗 。一种新的理论思潮应运而生。 叔本华、柏格森的生命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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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人的意识行为分为本我 、自我、超我三层, 性是人的基本能力, 追
求激情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张扬;
尼采甚至直言不讳的宣告:
“上帝死
了!” 要求重估一切价值。 理性与非理性思想在人们的心灵中展开
了一场看不见的战争 。难怪英国意识流女作家吴吉妮亚· 伍尔夫
这样感 慨:
“1910 年的 12 月, 或 在此前后 , 人性发 生了巨 大的 变
化。
” [ 11]25
爱德华是福特塑造的一个贵族绅士的典型 。他在激情与道德
的抉择中成为了传统道德的牺牲品。他的矛盾心理具有代表性 , 它
反映了这一时期英国人的普遍情感结构 。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
“一切人类的价值的基础是道德。” [12] 序言 金钱、道德是一种两难的抉
择。“它是一部反映英国历史状况的史书 , 它探索了现代社会秩序
和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 13]4

四
运用解构主义理论对小说进行阐释发现 ,福特对工业精神语境

(接第 340 页)
更可惜、雪中高树, 香篝熏素被。今年对花最匆匆, 相逢似有恨, 依依愁

路成文先生说 :
“`情' (即作者的情感、意绪、意念)在很多咏物词中取

悴。吟望久,青苔上,旋看飞坠。相将见、翠丸荐酒, 人正在、空江烟浪

代`物' 而成为作品表现的主要内容, 甚至可以说获得了一定的`主体

里。但梦想、一枝潇洒, 黄昏斜照水。
” 起笔“ 粉墙低, 梅花照眼”两句是

性' ,咏物词因此变成了一种具有高度抒情性的创作类型。”[ 6] “梅” 已

作者看到的眼前情景, 总领全篇, 以下对昔日的回忆 、对来日的想象,

不是词人表现的主要对象, 在文本中已退居次要地位 , 是词人郁积于

都由此景生发。“依然旧风味”看到的是眼前的梅花, 想到的是“旧风味”

心的深沉感慨 ,在这里“ 一切景语皆情语” , 与梅花融合为一, 就像陈

。“相将见 、脆丸荐酒,人正在、空江烟浪里”两句,纯从空际落想。下片

师道在《卜算子》中所言“若使梅花知我时, 料得花须瘦” 。 如李清照

领以“ 今年 ”二字 ,与上片后四句开头的“去年”二字相对应。上句写

的《孤雁儿》 :
“藤床纸帐朝眠起 。说不尽无佳思。 沈香断续玉炉寒,

梅,但所写的是眼前还不存在的事物,是由眼前飞坠的花瓣驰思于青绿

伴我情怀如水 。笛里三弄 , 梅心惊破, 多少春情意 。小风疏雨萧萧

脆圆的梅子;
下句写人, 但所写的是将出现另一时空之内的人人已远离

地 , 又催下千行泪 。吹箫人去玉楼空, 肠断与谁同倚 。一枝折得 , 人

而正在江上的扁舟之中, 就这样,词人在花开之时, 对花之地, 把词思在

间天上, 没个人堪寄。”词的上片写词人早起见梅时的特殊情怀, 作者

时间上跳到梅子已熟时, 在空间上跳到空江烟浪里, 再从彼时、彼地又

与梅花的生命 、情感几乎融合在一起了,“我”化身于梅中去感受梅

跳回花开时、花开地。再如姜夔的《暗香》 , 梅花在词中已成了作者个人

“心” ,“我”的愁绪也浓浓地融入梅花 。下片则从咏梅中跳出来, 纯乎

情愫的象征性延伸, 词的写法上虚多实少, 词人的神思总是飞越了时

言情,“一枝折得, 人间天上, 没个人堪寄 。
” 这使得咏梅词成了她凄苦

空,落笔即是“旧时月色” , 首句就定下了梦幻般的基调, 梅花在词中代

境遇和悲凉情怀的真实写照 。再如陆游《满江红》(夔州催王伯礼侍

表着辉煌的往事,在起伏回环的叙写中, 融入身世感喟、时代悲凉。因
为宋代咏梅词承载着词人丰富的情感内涵,“在空间中布置人的情思活

御寻梅之集)、辛弃疾《江神子 ·赋梅 , 寄余叔良》 等。可以说, 宋代咏
梅词的情感内涵深厚浓烈, 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模式。 ◆

动,合乎人们洞悉人心的习惯”,“景中人的空间感与节序心态下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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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以宋

代咏梅词的这种审美结构为后世的创作提供了范式, 促进了词作空间
性意象的构建。
3.
审美情感
宋代以前的咏梅作品多是作者站在梅花旁边做客观地描绘摹
写, 而宋代咏梅词的作者已经缩短了这种创作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距
离, 深入到花的里面, 用心去体会 , 因此大多具有很强烈的主观情感
色彩和抒情性质, 词人的情感往往会在吟咏梅花的过程中流露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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