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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穿竹去”，还是“但闻人语响”，都不是直白的告诉你这里有多安
静，而是用含蓄的方式婉转表达。 因为无人，才能够听到竹林另一
边的水声；因为人迹罕至，所以只能在幽幽山谷中仿佛听到人声，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而这种感觉往往需要读者审美直觉与审美经
验的介入，因为这种介入，才能够体会文字之外所蕴含的意境，正
所谓“妙在笔画之外”也。 《水月庵谒现老不值》：“有客叩岩扃，无人

范成大，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平江府（今江苏）人，生于宋钦

管送迎。 片云闲出岫，水月自空明”。 几片闲云从岫而出，是人心境

宗靖康元年六月初四日，卒于宋光宗绍熙四年九月初五日，年六十

闲适，还是云闲淡？ 月在水中的倒影有些明澈，是水明还是月明？ 这

八岁。 从内容来讲，范最有名的是使金诗七十二首以及《四时田园

些景物描写已达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范成大的心境也

杂兴六十首》，这些诗作从思想性、艺术性来看，都不乏佳篇。 尤其

已经融入这诗画般的自然景物中，妙就妙在这种“有我之境”，在简

是《四时田园杂兴》全面继承了《诗经》农事诗、陶渊明的田园诗和

单明了的字眼之中蕴含着无穷的诗思。

中晚唐田家讽喻诗的内容和艺术旨趣， 既承传了儒家诗学中批判

《次韵温伯城上》：“雪尽小桥出， 烟消千嶂生”。 《晚步东郊》：

现实言志载道的精神，又融汇了道家崇尚自然，追求淡泊的审美趣

“斜阳犹满地，片月早中天”。《上方寺》：“闲门松竹径，随处有清凉”。

味，使田园诗获得了生命，影响深远。 从诗体来讲，范成大五绝与五

这些写景的字眼，自然不加雕饰，冲淡闲远，这与范成大意象运用

律的部分诗作蕴含唐诗之“韵”：既有王孟之韵味，又颇有清水出芙

分不开。 在意象选择上，大都采取了空灵淡远的意象，像云、月、竹、

蓉的清新。 歌行古风与七绝、七律颇有唐诗之“气”，神似李太白。 而

山、水等等，都是自然而清澈的，这就完全不同于宋诗主流选取日

本文也是从诗体入手，发掘范诗之“韵”与“气”。

常生活化的琐细的意象。 当然，范成大也写过很多比较世俗化的意
象， 并且以这种意象为主题来作诗， 比如说：《红梅》、《牡丹》、《常

1.范诗之“唐韵”
唐诗以“韵”胜，“韵”不是某种具体的风格，而是诗人追求的
审美特质。 “妙在笔画之外”、“美在酸咸之外”、“不着一字，尽得风
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是

春》、《鸡冠》这类单纯描摹物态，比较粘滞的诗作，但是我们并不能
因此忽视他的蕴含唐韵的诗作。 正是因为这些类似王孟的绝句与
律诗才能够使我们了解范诗之唐音。
—清新韵味
1.2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对韵的形容。 王维“兴阑啼鸟缓，坐久落花多”，柳宗元“回看天际下

在奇崛瘦硬诗风、世俗巨细意象笼罩诗坛的大前提下，不经雕

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都是含蓄不尽、空灵淡远、蕴含唐“韵”。 诗

饰的清新风格似乎也可以作为唐韵的代表。 虽然这些诗句没有羚

人并没有直白的讲述自己的心境， 而是将独特的审美观照渗透在

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空灵，但是它清水出芙蓉般的清新像浩瀚大海

自然景物之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读者在接受上也是透过字句，

之清流，在瘦硬奇崛的死板范式之中，也能够另人耳目一新。

动用视、听、感、触，发挥想象去领会其意。 能达到这种效果的诗句

《横塘》：“南浦春来绿一川， 石桥朱塔两依然。 年年送客横塘

便具有唐“韵”。 另外，因为“韵”是审美特质而不是具体风格，所以

路，细雨垂杨系画船”。 这首《横塘》颇有唐诗韵味，横塘大约是送别

除了王孟、柳宗元之外，像李白绝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

之地， 范成大没有把离别写的那么凄苦， 而是饶有情韵的描述横

清新，刘禹锡富有民歌情调的清新质朴，晚唐诗歌的雅丽精绝，也

塘。 绿水、石桥、红塔，杨柳、画船这些清新美丽的意象自然的结合，

是包含在唐诗“韵”之中。

决不雕饰，毫不矫揉造作，给人一种意境美。 最后一句：“细雨垂杨

—含蓄空灵之“韵”
1.1 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范成大绝句与律诗中的部分诗作蕴含唐诗之“韵”，这些诗作
大都是在访古探幽中吟咏自然诗意。 在诗歌意境上， 堪比王维的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亦不逊于孟浩然的“自然流走、冲淡闲远”。
在意象选择上，也多空灵淡远的意象。

系画船”更是饶有韵味，诗人将不愿离别的心境投射到杨柳之上，
杨柳系住画船实际也是诗人不愿松开画船的投影， 这种写法含蓄
而清新，极具情韵。
范成大写诗讲究构思，很多诗句颇费心思，灵动活泼、自然清
新。 《春晚》：“想见篱东春涨动，小舟无伴柳丝垂”，灵动而清新。 篱

《花山客舍》：“……涧声穿竹去，云影过山来。 ……庵庐少来

笆东面有春的气息，“春涨动”很新颖，实质上是柳树下小舟涨动，

往，门巷湿苍苔”。 客舍在花山，十分幽静。 心境是清幽的，可以清晰

不言舟动而谈春动，惹人遐想，别有风味。 “谁与安排今夜梦，篇帆

的听到山涧的水声穿透竹林，可以有心思去留意到白云飘过山端；

飞到小篱东”，“吹开红紫还吹落， 一种东风两样心”，“草色有无春

环境是清幽的，门径因为人迹罕至，而附着青苔。 这不禁让人联想

最好，客心去住水长东”等，都是在本质上对江西诗派的“死法”进

到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同

行反拨，讲究活法，构思精巧，清新而不落俗套。 其中“吹开红紫还

样是清幽的心境，同样是无人的空间，同样引发人思考。 无论是“涧

吹落，一种东风两样心”，就将东风写活，别有韵味。 花开花落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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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不过的自然现象， 会惹人快乐惹人落寞。 在这里诗人不落俗

范成大很喜欢运用水与天的结合来表达一种浩大的气势，开

套，不写人，只写东风，因为东风有“两样心”，才会有花开花落，这

阔的心境。 “富春渡口明人眼， 落日孤舟浪拍天”，“云烟如画水如

种写法令人眼前一亮，顿感清新。

天”，“千里烟波万叠山”，不管是渡口的浪拍天、水如天，还是辽阔
的烟波、万重的山川，都给人一种视觉上的明朗感。 水和天这两种

2.范诗之唐“气”

意象具有开阔而清爽的特征， 所以这些诗句在俊朗之中带有些许

“气” 是中国哲学一个基本范畴， 孟子有 “我善养吾浩然之

凉意。 范成大有时为了突出气势，总是运用“千”、“万”这些表示巨

气”，曹丕有“文以气为主”，气与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唐诗之

大数目的字眼，像：“断鸿飞入万重云”，“千里烟波万叠山”，等等，

“气”是盛唐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使然。 因为有非凡的自负

用的次数过多，不免会觉得有些俗套，但是在以平淡为主要特色的

与自信， 狂傲独立的人格， 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

宋诗之中，能有意识的寻求突破，寻求一种气势，已经是难能可贵。

怀，所以有殷璠所说的“神来、气来、情来”的盛唐气象。 王维“孰知
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

3.范诗之“韵”与“气”产生因由

蓬蒿人”，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

总体来看， 范成大诗集中大部分诗歌还是符合宋诗主流特征

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都胸次甚高，骨力甚健，满腔豪气。 诗人将

的：诗风平淡、题材向日常生活化倾斜，注重说理。 他的田园农事诗

心中之气直接吐露，畅快淋漓。 读者也会因诗句而深切的感受到盛

是平淡的，他大部分诗歌题材通俗，语言瘦劲，都在讲明一些道理。

唐的脉搏。

这是宋人的文化性格使然，宋文人不同于唐代，宋人有深沉的忧患

范成大的歌行古风，类于李太白、岑参。 七言歌行多七言句，

意识，其人生态度趋向于理智、稳健、平和，而不像唐人那般张扬与

时有三、五、六、八言等等，即可以是杂言；可以押平声韵 ，也可以押

发舒，情感强度也没有那么激昂。 这必然会对诗作取向产生影响，

仄声韵；可以换韵，非常自由。 因为体式上的这些特点，使得歌行在

范成大也是不能逃脱。 虽然如此，范成大还是有一些突破，他试图

抒情上可以一气直下，豪迈飘逸，感情大开大合，不受拘束。 范成大

脱离江西诗派末流的奇崛瘦硬诗风，力求有所改变，追求神韵，追

的歌行古风也是如此，由于歌行古风的体式特点，范成大此类作品

求蕴藉空灵的状态； 在平淡之余， 部分诗句也是能够展现一些豪

绝大多数，神似李太白，有豪气与逸气，比如《次韵李器之编修灵石

气。 这与其主观努力以及客观诗风发展趋势分不开。

山万岁藤歌》、《浯溪道中》、《题画卷五首之五》、《遂宁府始见平川，
喜成短歌》等等。

从主观来讲，黄庭坚生新瘦硬诗风被后人群体化复制,黄、陈对
艺术技巧的开拓被后人理解为对章法格律、使典用字的追求。 这些

《次韵李器之编修灵石山万岁藤歌》：“君不见东林怪蔓之诗

问题导致江西末流逐渐走上深险怪僻,刻意推敲的道路。 范成大认

三百年，字如金绳铁索相纠缠。 不如李侯灵石句，笔阵压倒长城坚。

识到江西诗派流弊，在主观上有要求改变这些状况，所以诗中会有

……腾虯舞蛟矫欲去，流苏络带翩如仙。 班荆藾芘得吾党，酌泉共

转益多师的成分，追求神韵、自然，克服生新瘦硬。

吸杯中天。 诗成一斗属太白，擘笺挥扫如云烟……”这首诗开篇气

客观上讲，这也是诗歌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势与必然要求。 任何

势很大，类似于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有豪气。 紧接着诗

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灭亡的必然命运。 最初， 黄庭坚作诗讲究法

人笔锋一转，说这个东林怪蔓之诗虽然“字”如金绳铁索般粗劲，也

度，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便于青年诗人学习，所以追随者很多。 但

不如李器之灵石山万岁藤歌，李的字是能压倒长城，可见诗人的思

当江西诗派末流单纯追求形式技巧，深险怪僻时，江西诗派便走上

维是不受任何束缚的，因为有心中豪气，所以敢于写下豪语。 “腾虯

偏狭道路。 当江西末流缺陷日益突出之时，反拨力量也开始兴起。

舞蛟矫欲去，流苏络带翩如仙”此时诗人已经展开了想象的翅膀，

在范成大之前，吕本中、曾几已经对江西末流进行反拨。 吕本中最

腾虯舞蛟，飞动如仙，既有力度，又不失飘逸,把灵石山万岁藤歌灌

先明确提出“活法说”，即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

注一种仙气，不同寻常。 “杯中天”、“擘笺”这类字眼只有阔大、豪放

亦不背于规矩。 不可循习陈言,不可只规摹旧作，讲究“活法”，而非

不羁的心灵才能够运用。 豪气与胆力贯穿全诗，极具盛唐气象。

“死法”。 曾几则对这一理论框架进行完善和发展，着意探索出一种

《浯溪道中》则是贯穿逸气。 “江流去不定，山石来无穷。 步步

有别于江西诗风的流畅婉转、圆美的诗歌风格。 曾几活法说有三个

有胜处，水清石玲珑……弄水看山到月明，过尽行人不相识”。 江流

基本要素：“参、悟、圆”，其中“悟”是活法说的关键所在。“悟入”是一

不定，山石无穷，在江流的波动感中，坚硬的山石不见尽头，很有气

种“顿悟”，经过悟入”可以达到无所羁绊、不粘不滞的自由境界；

势；江流清澈，山石玲珑，又有几分清逸。 “过尽行人不相识”类似于

“悟入”也是指心灵的感悟，它是一种直觉体验,不可凭理性逻辑的

温庭筠“过尽千帆皆不是”，过尽两字用的极妙，顺畅而不拖沓，有

推导来完成，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 只有通过悟入，

唐诗的气度。 《遂宁府始见平川，喜成短歌》先是用奔放的语言来描

才能达到圆美的境界。 而范成大诗歌的“韵”与“气”是在吕本中、曾

述见平川之前的路途的崎岖：“唯有高山两万重……但怪星辰浮半

几理论开拓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实践， 这是完全符合诗歌发展规律

空”，以这些有气势的话语来反衬见到平川夷路之后的心情，从而

的一种行为。 曾几“悟入”所达到的无所羁绊的境界可以说是“气”

喜成短歌。 其中描写峡路崎岖的文字让人联想到李白蜀道难，极尽

的写照，“悟入”所经历的直觉体验与“韵”也很契合。 所以范成大诗

夸张想象。

歌中的“韵”与“气”具有其必然性。

《次韵李子永雪中长句》：“黄昏苦寒乌鸟稀，吹沙走石交横飞
……犬骄鹰俊马蹄快，狡穴未尽须穷追……”，其中“吹沙走石交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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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地石乱走”。 大漠沙石本身给人一种敬畏的感觉，而沙石交横飞
的状态更能让人体会到风景的粗线条，粗犷的美，久违的豪气。
范成大七绝、七律中部分诗歌也是境界阔大，有俊朗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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