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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范成大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石湖词》在宋代就为人称道，但后来逐渐为其诗名所掩，实为 

词坛憾事。《石湖词》博采众家之长，化为自我之风姿，呈现丰富之特色，且由于范成大以诗人身份填词，使得其词 

或以清雅之笔化浓艳之情、悲怨之气；或以平和之笔化抑郁之情、家国之痛，体现出“诗人旨格”，而无论在朝抑 

或在野均过着雅士生活又使年导《石湖词》婉转可歌，故可以用“风雅之驱”誉石湖，以肯定范成大在中国词史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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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大(1126一l193)，字致能，南宋吴县(今属江苏苏 

州 )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授徽州司户参军 ，历官 

枢密院编修、吏部郎官等。乾道六年(1170)假资政殿大学 

士充金祈请国信使，使还，任中书舍人，出知静江府、广南 

西道安抚使，迁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召除权吏部尚书， 

拜参知政事。后被劾知明州，除端明殿学士，帅金陵，以病 

请闲。十年(1183)，进资政殿学士领洞霄宫，加大学士，晚 

年退居石湖(在吴县西南)，号石湖居土。有《石湖大全集》， 

已佚。今传《石湖居士诗集》、《石湖词》、《吴郡志》、《揽辔 

录》、《骖鸾录》、《桂海虞衡志》、《吴船录》等书。 

范成大以诗歌知名于世，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并称“南 

宋中兴四大诗人”，其“清新妩丽，奄有鲍、谢；奔逸隽伟， 

穷追太白”(《石湖先生大资参政范文正公集序》)⋯剞 一的 

诗风，在当时为众人所称颂，到了清代影响尤大，曾流传着 

“家剑南而户石湖”(蔡景真《笠夫杂录》引《宋诗渊流》奚七 

柱言)的说法，至当今学界，人们主要将范成大作为著名诗 

人来研究，与之相关的论著比比皆是，而对于范氏的词却鲜 

有人问津。事实上，《石湖词》本有二百馀阕，今虽多有散佚， 

仍存10903阕，在宋代词人中属于作品较多者，且其词“别是 

一 家”，时有独到之处，在当时便为人们称颂，周必大在《与 

范致能参政》中曾云：“乐府措之《花间集》中，谁日不然?” 

J蔷一九一陈三聘更对范词遍作唱和，有《和石湖词》传世，在 

当时享此誉者，惟清真与石湖而已。清人江立评日：“石湖 

词跌宕分流，都归于雅，所谓清空绮丽，兼而有之。姜史高 

张而外，杏然寡匹” 巾 ；何梦华更为范氏之词被其诗名所 

掩不平 ：“成大虽以诗雄一代，而词亦清雅莹洁，迥异尘嚣， 

小令更胜于长调”(见何梦华抄本《石湖词》)。如果细读范 

词，定会发现，这些均非溢美之辞，而是客观之论。笔者兹 

对其词作一叙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

、 博采众家。风姿多样 

据笔者所见，在有宋一代的词选本中，最早辑录石湖词 

的当属黄异《中兴以来绝妙词选》，该书选录范词《眼儿媚》、 

《一落索》、《菩萨蛮》、《满江红》等7首，其后周密《绝妙好 

词》辑《醉落魄》、《朝中措》、《眼儿媚》、《忆秦娥》和《霜天 

晓角》等5首婉约柔媚之作。平心而论，黄氏所选石湖词较 

之周氏，在内容上相对丰富，风格亦多样化，惜其后诸选本 

却多承《绝妙好词》，录范氏“字字软温，恹恹欲醉”之作， 

而很少到《石湖词》中别采瑶瑜，即使力主豪放的胡云翼《宋 

词选》 亦是如此。诸选之编取，使人论及石湖词便想到“软 

温”，然则此二字足以代表全部石湖词之风格吗?若精深玩 

味，其实不然。石湖词可谓不拘一格，呈多样之风姿： 

先看被历代选家所钟情的“软温”之作： 

酣酣 日脚紫烟浮。妍暖破轻裘。困人天色。醉人花 

气，午梦扶头。 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毂纹愁。溶溶 

泄泄，东风无力，欲皱还休。——《眼儿媚》 

这首被黄界称为“词意清婉，咏味之，如在画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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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词，乃是范成大在萍乡道中所作，词人以景起情，以景 

拟情、传情，用实写虚，起句以温软之笔绘景，“暖”前以“妍” 

字饰之，而后以“午梦扶头”句领起，极有特色，接着借东风 

皱水，极力写出春慵，笔意深透，可谓人木三分(俞陛云语)。 

结句着一“皱”字，显有南唐中主李璨“吹皱一池春水”的韵 

味，并且比后者“更妖矣” 六，确是全篇 “字字软温，着其 

气息即醉”[6 J610~ 

易散浮云难再聚，遮莫相随百步。谁唤行人去?石 

湖烟浪渔樵侣。 重别西楼肠断否?多少凄风苦雨，休 

梦江南路，路长梦短无寻处。——《惜分飞》 

此词的起句直抒胸臆，借浮云易散喻人生行踪不定，在 

思想上与晏殊之词颇似 ，过片透露着归隐思想。下阕紧承 

“难再聚”意，“凄风苦雨”更将词人的悲戚心情淋漓尽致地 

刻画出来，最后以规劝作结，有“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 

阔知何处”之意，可谓人晏殊之堂。其实范成大的“温软”之 

作更像晏几道，且不说“崔徽卷轴瑶姬梦，纵有相逢不是真” 

(《鹧鸪天》)、“秉烛夜阑，又疑梦里”(《三登乐》)等直接化 

用小晏之名句，就是某些词作在艺术手法与内蕴上亦与小 

晏相通，试看二人的同韵之作——《浣溪纱》： 

白玉堂前绿绮疏，烛残歌罢困相扶，问人春思肯浓 

无。 梦里粉香浮枕簟，觉来烟月满琴书，个侬情分更 

何如?(范成大 ) 

家近旗亭酒易酤，花时长得醉工夫，伴人歌笑懒妆 

梳。 户外绿杨春系马，床前红烛夜呼卢，相逢还解有 

情无? (晏几道 ) 
一 为歌罢，一为酒后 ；一个困，一个醉：均有人相伴。 

下阕一用 “梦里”与 “觉来”相呼，一为 “户外”和 “床前”相 

对，在结构上是何等相似!最后都以“问句”作结，一为自言 

自语，一似相互答疑，均透露出淡淡的哀愁，前者措置于《小 

山词》中，足可以假乱真。而小晏词又得“迫逼花间”[7]~2-[--- 

之誉，这便很好理解周必大称石湖“乐府措置《花间集》中， 

谁日不然”了。 

范成大除晚年隐居在石湖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宦 

游在外，他曾经北使幽燕，南至桂广，西达巴蜀，东薄鄞海， 

基本上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曾发出“细数十年事，十处过中 

秋”的感叹，故亦将自己的羁旅情怀写入词中，如《三登乐 
一 碧鳞鳞，横万里、天垂吴楚。四无人、舻声自语。 

向浮云，西下处，水村烟树。何处系船，暮涛涨浦。 正 

江南、摇落后，好 山无数。尽乘流、兴来便去。对青灯、 

独 自叹，一生羁旅。敲枕梦寒，又还夜雨。 

上阕绘景，起句便呈现出一幅壮观景象，而“舻声自语” 

则融景人情，景中染情，将羁旅孤寂之感刻画出来，过片亦 

是描绘途中好景，以美景写哀情的手法，使“对青灯、独自 

叹”更显悲凉，最后以景语作结，将无限的哀愁含蓄地表达 

出来，绝似柳屯田羁旅之作。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靖康之难”不仅直接 

导致了北宋王朝的灭亡，更大程度上还激起了南宋士大夫们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进而为当时的文坛注入了 

“阳刚”之气，出现了以辛弃疾为领袖的词人群，他们“慷慨 

豪壮”地吟唱出自己的爱国之情，报国无门之怨。范成大就 

是生活在这个时期，他虽然比辛弃疾年长14岁，称不上是 

辛派羽翼，但某些词颇有稼轩风确是不争的事实，如乾道六 

年(1170)出使金国时所作的《水调歌头》(燕山九日作)： 

万里汉家使，双节照清秋。旧京行遍，中夜呼禹济 

黄流。寥落桑榆西北，无限太行紫翠，相伴过芦沟。岁 

晚客多病，风露冷貂裘。 对重九，须烂醉，莫牢愁。 

黄花为我，一笑不管鬓霜羞。袖里天书咫尺，眼底关河 

百二，歌罢此生浮。惟有平安信，随雁到南州。 

上阕写景，景中染无限悲凉之情，下阕 “袖里天书咫 

尺”，写此行之使命，而“眼底关河百二”则抒发无限之感慨， 

豪放跌宕处，直逼稼轩，以至于有人评日：“假如杂入稼轩 

集中，后人应宜难辨”_8]1140 

范成大以诗歌尤其是田园诗著称于世，他的《四时田园 

杂兴》6o首对农村自然景物的描绘十分精彩，而《石湖词》 

亦如此，如《浣溪纱》： 

十里西畴熟稻香，槿花篱落竹丝长。垂垂山果挂青 

黄。 浓雾知秋晨气润，薄云遮 日午阴凉。不须飞盖护 

戎装。 

这首小词描绘的是词人行进在江村道中的所见所感： 

上阕绘丰收之景象，下阕写山村早晨浓雾知秋，中午薄云蔽 

日之特色 ，结句写词人为如此的乡村美景所陶醉，不再受为 

官之约束。 

范成大的另一首田园词《蝶恋花》用特殊的田园诗笔法， 

写得明净清新，充满恬静平和的农家气息，颇得苏轼之真谛： 

春涨一篙添水面。芳草鹅儿，绿满微风岸。画舫夷 

犹湾百转。横塘塔近依前远。 江国多寒农事晚。村北 

村南，谷雨才耕遍。秀麦连冈桑叶贱。看看尝面收新茧。 

这首词上阕写词人画船穿过横塘时的所见：嬉戏的鹅 

儿，嫩碧的芳草，忽远忽近的塔；下阕绘庄稼之幽美及农民 

丰收喜悦之心情，清新 自然，以至于有论者紧承邹祗谟所 

云：“诗家有王、孟、储、韦一派，词流惟务观、仙伦、次山、 

少鲁诸家近似，与辛、刘徒作壮语者有别” ，指出“婉约、 

豪放而外，更有一体：专抒山林田园之趣，闲适平淡，和雅 

自然，观乎成大晚年诸作，当为此派之大家也”【81114。 

范成大与陆游同以诗名，二人仅差一岁，且 “范致能为 

蜀帅，务观在幕府 ，主宾唱酬，短章大篇，人争传诵之”(沈 

雄《古今词话》引刘漫塘语)o范氏一些带有归隐意识的词作 

与陆游十分相似，如《朝中措》： 

身闲身健是生涯。何况好年华。看了十分秋月，重 

阳更插黄花。 消磨景物，瓦盆社酿，石鼎山茶。饱吃 

红莲香饭，侬家便是仙家。 

此词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逍遥自在、超爽出尘的范成大， 

定为石湖归隐后所作无疑，它与放翁的“不作天仙作水仙” 

的《渔父词》是极为神似的。 

范成大曾与姜夔交好，极赏白石之才，并将家中歌妓小 

红相赠，成就了一段 “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 

的词坛佳话。石湖词在一定程度上与姜夔有相通之处，“清 

空绮丽，兼而有之”，试看其《秦楼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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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阴缺。阑干影卧东厢月。东厢月。一天风露，杏 

花如雪。 隔烟催漏金虬咽。罗帏暗淡灯花结。灯花结。 

片时春梦，江南天阔。 

此词写闺中少妇春夜怀人 ，而上阕却从室外之景写起 ， 

以景传情，换头写少妇离愁，再由灯花结而人江南春梦 ，全 

词始终不见写人 ，用空露之笔描绘出清明而悠远、空灵而雅 

洁、洗尽铅华、又不失其清丽之境界，依稀可见白石之神韵。 

范成大晚年退居石湖，逐渐游离现实 ，加上 自身长年卧 

疾，他开始仰慕步虚灵霄，一次友人赵从善示其《玉楼图》， 

成大为画中仙境所感染，遂倚陈与义《法驾道引》之体，作 

《步虚词》六首，兹录一首： 

楼阑外，辇道插非烟。闲上郁萧台上看，空歌来 自 

始青天。扬袂揖飞仙。 

姑且不论此词所弥漫的仙风道气，但就艺术而言，文笔 

可谓 “甚精工”[10]389)风格若冠一 “豪”字亦差近之。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石湖词》可谓博采众家所长， 

化为自我风姿，呈现多种风貌，经得起读者去玩味与品评。 

二、诗人旨格。清雅平和 

词作为诗的一种变体，代诗而兴，在它的生成期，便与 

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点单从词之作者的角度来观 

察，便可见一斑：据传现存最早之词的作者是大诗人李白 ； 

中唐诗人刘禹锡、自居易亦善填词，使得 “声调渐开”̈ ； 

到了晚唐五代，赵崇祚编选《花间集》，欧阳炯亦有“诗客曲 

子词”l1 间集序 论，将词的创作主体深深地打上了“诗人” 

的烙印；北宋初期 ，词坛较为沉寂 ，只有诗人潘阆、王禹偶 、 

林逋等游戏为乐府，直到仁宗朝，出现了第一位专力填词 

的柳永，才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诗人垄断词之创作的状况，一 

亦出现了“诗人之词”与“词人之词”之别，但随着一代文豪 

苏轼涉足词坛 ，“以诗为词”“无意不可人 ，无事不可言”̈ 
。

，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词的诗化进程；以黄庭坚为领袖的 

江西派诗人更是以“江西诗法”用之于填词，进一步丰富了 

词的创作手法，使“诗人之词”的发展异常迅速。靖康元年 

(1127)，金兵入侵京都汴梁，北宋灭亡，皇族赵构逃至临安， 

建立王朝 ，史称南宋，经过与金 国的几次战争 ，隆兴二年 

(1164)，宋金和议 ，南宋进入“中兴”时期 ，诗坛出现了陆游、 

范成大、杨万里、尤袤等四大诗人，他们的词可谓典型的“诗 

人之词”，以致于清代学者沈曾植云：“石湖、放翁，润以文 

采，要为乐而不淫，以自别为诗人旨格” ，放翁暂且搁 

置，本文专论石湖词的“诗人旨格”。 

“旨格”者，“旨趣意格”之意，沈曾植谓石湖词有·“诗人 

旨格”，盖指范成大以诗人身份游戏乐府，自觉或不自觉地 

将诗家笔法用之填词，进而使其词呈现出诗的旨趣，有诗的 

意格。平心而论，“诗人旨格”冠之石湖词，确为卓识。清人 

沈祥龙云：“词於古文、诗、赋，体制各异。然不明古文法度， 

体格不大，不具诗人旨趣，吐属不雅，不备赋家才华，文采 

不富。”l1 J加 沈氏所言在于文、诗、赋、词等文体之间的相 

互渗透性，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创作主体所擅长的主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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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其他文体的影响，比如长于写诗的文人在填词时难免 

会染上诗的旨趣，呈现“雅”之特点。无独有偶，《四库全书 

总目》在言及《放翁词》时，亦有“诗人之言，终为近雅，与 

词人之冶荡有殊”_1 之论，可知“雅”是“诗人旨格”的一 

个主要表现，也是“诗人之词”的一个重要标志，石湖词亦常 

被论者冠之以“雅”：江立“石湖词跌宕分流，都归于雅”、何 

梦华“词亦清雅莹洁”与陈廷焯“纤雅追正中一派”_I’]61"／的 

评论便是明证 ，那么 “雅”所指为何呢? 

“雅”本是诗之六义之一，《毛诗正义》云：“雅，正也， 

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 B_ ，故 “雅 ”与 “正”常被连 

用，以之评诗，宋人尤袤《全唐诗话》记载唐太宗曾作一首 

宫体诗，然后让虞世南和之，世南云：“圣作诚工，然体非 

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 

敢奉诏。”H 在虞世南眼中，宫体诗非雅正之作，而脱胎 

于宫体，“簸弄风月 ，陶写性情”l2o_ 的词在一定程度上也 

难符“雅正”之旨了。那么如何才能使词归之雅正呢?一个 

重要的途径便是词的诗化，即向“言志”靠拢，故张炎《词 

源 ·杂论》云：“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 

失其雅正之音。” 叫 即词可以入乎情，但一定也要出乎情， 

不要为情所役，本质上不要忘乎“志”，那么又如何才能人 

乎情而又出乎情呢?张炎给出的答案便是要“屏去浮艳，乐 

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 ，但因词就其根本来 

说仍属缘情文学之范畴，故一味地 “言志”，亦难以“雅”称 

之，张炎就曾说道 ：“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 

於文章馀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20_狮，即辛刘所作， 

言志抒怀过度，难免 “使事者或失之伉”[21】‘词综序)，走向诗文 

一 路，有“狂呼叫嚣”、“鄙词”之嫌，而偏离了词的缘情特质。 

那么如何使“言志”之词归之于“雅”呢?“温柔敦厚”的“诗 

教”便起到了中和、调节之作用。清人刘体仁云：“温柔敦厚， 

诗教也。陡然一惊，正是词中妙境。” 刘熙载亦为有论 

者 “以粗犷托苏辛”而鸣不平，指出：“苏辛皆至情至性人， 

故其词潇洒旧荦，悉出于温柔敦厚”̈ JllO~孔颖达云： 

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 

不指切事情，故云 “温柔敦厚”，是《诗 》教也 引‘ 。 

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也比较详尽的阐释了“温柔敦 

厚 ”： 

温柔敦厚”是 “和”，是 “亲”，也是 “节”，是 “敬”， 

也是 “适”，是“中”。这代表殷、周以来的传统思想。儒 

家重中道，就是继承这种传统思想。 

词要合乎诗教，便要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发乎情，止乎 

礼义”，要“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乱”，要“和”、要“节”、 

要“中”等，即如沈祥龙所云：“俚俗固非雅，即过於浓艳， 

亦与雅远。雅者，其意正大，其气平和，其趣渊深也。”̈ 

只有做到这般，词方可冠之以“雅”，石湖词常被人以“雅” 

评之，正是因为它确实合乎温柔敦厚的诗教。 

先看石湖词中的缘情之作： 

①此说见黄舁《花庵词选 ·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李白”： 

(《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 



 

怅望梅花驿，凝情杜若洲。香云低处有高楼。可惜 

高楼、不近木兰舟。 缄素双鱼远，题红片叶秋。欲凭 

江水寄离愁。江已东流、那肯更西流。——《南柯子》 

这是一首爱情词，开头二句用陆凯赠范哗诗之典，及 

《楚辞 ·九歌 ·湘君》句意，三四句由高楼而移傍兰舟，见 

勾连接续之妙 ，以物写情，抒虚愿难尝之意。过片分用汉魏 

古诗语典及唐诗事典 ，江水难寄离愁 ，既已东流，又怎能返 

回西向而流呢?从侧面极力溶发，将缠绵裱挚之情化为清 

远空明之境。此词含蓄蕴藉，虽不出直语、痛语，却见情意 

之深 ，可谓清而不佻，怨而不伤，旨趣遥深。 

《霜天晓角》亦是如此： 

晚晴风歇。一夜春威折。脉脉花疏天淡，云来去、 

数枝雪。 胜绝。愁亦绝。此情谁共说。惟有两行低雁， 

知人倚、画楼月。 

此词上阕咏梅，出以淡笔，清雅莹洁，下阕由梅及人，极 

写“愁绝”，末两句最为人称道，曾被李佳评为“警句” ” ， 

俞陛云亦日：“若言倚楼人托孤愁于征燕，便落恒蹊。此从飞 

雁所见，写倚楼之人，语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词家之妙境，所 

谓如絮浮水，似沾非著也。” 可谓善识，此词措辞微婉， 

愁而无怨，显见诗人 旨格。 

如果说石湖词中的缘情之作呈现出 “乐而不淫”、“怨而 

不伤”，体现出“诗教”的温柔敦厚意味的话，其中的一些言 

志之作则读之“令人心平气和”(陈廷焯《云韶集》卷六 )，亦 

见 “诗人旨格”。 

羁旅行役，客游他乡，最为勾人情思，惹起怨悱之气， 

范成大曾宦游大半个中国，多数时间都是在路上，但他的羁 

旅行役词虽偶有哀怨，但仍以“婉转平和”化之，如《鹧鸪天 

嫩绿重重看得成。曲阑幽槛小红英。酴醵架上蜂儿 

闹，杨柳行间燕子轻。 春婉娩，客飘零。残花浅酒片 

时清。一杯且买明朝事，送 了斜阳月又生0 

此词上阕以点染之笔描绘出一幅春 日美景 图，过片由 

美景惹起飘零之感 ，“残花”以景染情 ，喻迟暮之悲，酒前着 
一 “浅”字，显见词人炼字之工，亦可知范成大并非借酒消 

愁，最后以景作结，意境含蓄蕴藉，格调清新明畅。 

再看被历代评家所激赏、以蕴藉之笔言归隐后悠闲生 

活与孤芳自赏心情的《醉落魄》： 

栖乌飞绝，绛河绿雾星明灭。烧香曳簟眠清樾。花 

久影吹笙，满地淡黄月。 好风碎竹声如雪。昭华三弄 

临风咽。鬓丝撩乱纶巾折。凉满北窗，休共软红说。 

开头两句写景：乌鸟归巢，薄雾缭绕着天河，星星闪烁 

其间，显为静谧的晚景。接着由物及人，以“烧香”、“曳簟” 

等动作为“眠清樾”作准备，词人之清闲跃然纸上。“花久影 

吹笙，满地淡黄月”最为人们称颂，俞陛云日：“‘淡黄月’ 

句已颇清新，更有吹笙人在花影中，风情绝妙。”并以“融浑” 

J3 。誉“满地淡黄月”。过片紧承“笙”字，然后由笙声惹起 

词人心绪，虽略有悲怨，结句仍以含蓄出之。此词情景兼到， 

寓情於景，语言清雅莹洁，韵味殊胜，诗人旨格显见无疑。 

石湖词中亦有如苏辛之超旷、豪放者，前已提及，但若 

细味之，不难发现：范氏之词旷不及苏，豪亦略逊於辛。 

细数十年事，十处过中秋。今年新梦，忽到黄鹤旧 

山头。老子个中不浅，此会天教重见，今古一南楼。星 

汉淡无色，玉镜独空浮。 敛秦烟，收楚雾，熨江流。 

关河离合、南北依旧照清愁。想见妲娥冷眼，应笑归来 

霜鬓，空敝黑貂裘。酾酒问蟾兔，肯去伴沧洲?— 水 

调歌头》 

这是一首中秋感怀词，开头四句“十年”、“十处”并举， 

“今年”又“忽到黄鹤旧山头”，漂泊之叹、凄凉之感不言自 

喻，接着词人以东晋庾亮 自比，描写月色及月下玩赏的豪 

情。过片仍写月色 ，“敛”、“收”“熨”诸动词运用精妙，境界 

亦逐渐开阔，词人的心绪亦开始了较大的波动，想到了分裂 

的华夏大地及自己的身世之悲，“愁”又涌上心头，但很快 

词人又解脱出来，“想见妲娥冷眼，应笑归来霜鬓”与苏轼 

的“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举杯邀 

月，结伴沧州，写出了自己的向往，亦排遣了身世之感、家 

国之痛。此词虽见超旷，但较之苏氏甚远 ，词风也不像辛稼 

轩般过分豪迈悲壮 ，但却有一种变徵之声 ，激奋中略带苍 

凉，诗人旨格，不言自明。范成大的《满江红》(清江风帆甚 

快，作此 ，与客剧饮歌之 )亦是将心中的气愤话发之以狂狷， 

将失意之激愤、希冀之渴求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 ： 

千古东流，声卷地、云涛如屋。横浩渺、樯竿十丈， 

不胜帆腹。夜雨翻江春浦涨，船头鼓 急风初熟。似 当 

年、呼禹乱黄川，飞梭速。 击楫誓，空惊俗。休拊髀， 

都生肉。任炎天冰海，一杯相属。荻笋蒌芽新入馔，鹃 

弦凤吹能翻曲。笑人间、何处似尊前，添银烛。 

综而论之，石湖词无论缘情，还是言志，或以清雅之笔 

化浓艳之情、悲怨之气；或以平和之笔化抑郁之情、家国之 

痛，均不出温柔敦厚之诗教，确见 “诗人旨格”。 

三、婉转可歌，风雅之驱 

词本是随着隋唐燕乐的兴盛而产生的一种新的音乐文 

学体式，它最初是可歌的，《花间集》编选的一个重要原因 

便是“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 
x花间集序)

， 即为歌女演出提供相对规范的唱本，《古今词话》 

曾载黄庭坚过泸南，泸帅宴请 ，时性颇聪慧的官妓盼盼在 

场，黄庭坚令其“唱词侑觞” ，词的可歌性特质显见无疑。 

但随着一些文坛巨匠涉足词坛，言志成分杂人词作，词逐渐 

向案头文学发展，如苏轼的词便 “多不谐音律” 了，到 

了南宋，“填词者已不尽审音，词渐成韵文之一体。 ” 词 

的可歌性特质可谓降至低点，但我们也应看到词的这一特 

性并没有消失殆尽，在一些风雅之士的生活中，唱词亦时常 

出现，张炎《词源》曾载其父张枢“每作一词，必使歌者按之， 

稍有不协 ，随即改正”[20]4928~范成大亦是诸多风雅之士之 

①刘义庆《世说新语 ·容止》：庾太守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 

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道，闻函道中有屐声甚 

厉 ，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 

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踞胡床与诸人咏谑。此《水 

调歌头》“老子个中不浅”句显见词人以庾亮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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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石湖词亦常被论者冠之“可歌”，周必大在《与范智能参 

政》中引陈无己云：“妓围窈窕，争唱舍人之词。”陈廷焯亦 

有“石湖词音节最婉转”(《云韶集》卷六 )之论，冯金伯在评 

黄贯勉(注：清人，字秋屏)之词时，亦日：“读秋屏词，尽 

洗铅华，独存本色，居然高竹屋、范石湖遗音，此有井饮处 

所必欲歌也。” jl 那么致使石湖词婉转可歌的缘由是 

什么呢?笔者认为这与范成大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均过着雅 

士生活是紧密相关的。 

所谓 “雅士”，即才情富赡、品格高尚且有生活情趣之 

人。范成大才情富、品格高，曾被誉为“百年无此老，千首 

属何人”[31]卷下‘悼石湖三首)之 、“斯道宗主，斯文楷模”【32]卷三十《祭 
石湖触  

， 先贤时彦多有论及，本文不再赘言，但就生活情趣 
一 点略陈鄙意，以证石湖确符 “雅士”之誉。 

范成大的一生，以淳熙九年(1182)病归故里，隐居石 

湖为界，可粗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除学习积蓄以备考取功 

名外，便是长达近30年的仕宦生涯，可谓是在朝期，在此阶 

段，范氏起初一边在京都为官，一边在家乡经营石湖，并在 

乾道八年(1172)建成了石湖别墅，石湖也因之成为胜景， 

亦成为文人雅士的聚集地 ，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以范成大为 

中心的酬唱活动，《念奴娇》(和徐尉游石湖)便是此时之作， 

首句 “湖山如画，系孤篷柳岸 ，莫惊鱼鸟”，可谓理、趣兼到， 

“似我粗豪，不通姓字，只要银瓶倒”，更将词人潇洒的生活 

情趣呈现出来。但好景不长，此年十二月，范氏便开始宦游， 

先后辗转于静江府(今广西桂林 )、成都府、明州(今浙江宁 

波 )、建康府(今江苏南京 )等地，其中地处边塞的静江与成 

都二府则是他最得意处，面对着与京都及家乡别样的自然 

风光，石湖在政事之馀，时常游山观水，吟赏烟霞，与幕僚 

作诗填词以佐酒欢 ，在最见范成大的生活情趣之馀，亦留下 

了一段段风流佳话 ，兹录两条以观之： 

范石湖坐上，客有谈刘婕妤事者，公与客约赋词。 

游次公先成，公不复作，众亦敛手。游词云：“暖霭浮 

睛铈⋯⋯ ” 卷十六 

公时从其属及四方之宾客，饮酒赋诗。公素以诗名 

一 代 ，故落纸笔墨未及燥，士女万人，已更传诵，披之 

乐府弦歌，或题写素屏团扇，更相遗赠。盖 自蜀置帅守 

以来未有也。(《范待制诗集序》) l卷十 

其一所载乃帅桂林时，石湖与幕属唱词佐宴之事，游次 

公所填之词且p《=贺新郎》，该词曲折传情，语词精绝，清切可诵， 

另居桂之时，石湖与游氏有《倡酬诗集》传世， 亦足见当时宾 

主吟赏之欢，情趣之雅。第二条则是范成大任蜀帅时所留下 

的风雅故事。这些都足以说明石湖在居官之时，政事之馀，生 

活亦富于兴致、情趣，啻隋之乐随时可见，确合 “雅士”之誉。 

淳熙九年(1182)，范成大退居石湖 ，开始了隐逸生涯， 

在此期间，他赏尽石湖美景，交尽天下雅士，常与友人酒间 

唱酬，《满江红》(始生之日，丘宗卿使君携具来为寿，坐中 

赋词，次韵谢之 )即是此时之作 ，内有 “竹里兴厨”之言，即 

与友人在竹林临时宴饮，颇见情趣。淳熙十四年(1187)，姜 

夔经杨万里引见，拜访了范成大，作《石湖仙》寿范词，石湖 

告以琵琶四曲，两位雅士开始了交往，石湖曾为音节清婉的 

《暗香》、《疏影》所打动，让二妓歌之，后将小红相赠，可知 

范成大乃白石知音，亦懂音律，喜唱词，时赵富文家有歌者 

小琼，善唱词侑觞，石湖曾将其与韩无咎、晁伯如之家姬并 

称为三杰 ]2352亦可佐证。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正是范成大无论在朝抑或在野，均 

过着闲适潇洒的雅士生活，常与友人唱酬佐酒，这无疑会在 
一 定程度上造成石湖词的适应酒宴，婉转可歌，试看曾被周 

必大称作“道尽人间情意”，连呼“奇绝!奇绝!”(《与范致 

能参政书》) J巷一九一的《鹊桥仙》(七夕)： 

双星 良夜，耕慵织懒，应被群仙相妒。娟娟月姊满 

眉颦，更无奈、风姨吹雨。 相逢草草，争如休见，重 

搅别离心绪。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 

范成大作为著名诗人、雅士游戏乐府，使得其词染上诗 

人旨格之余，亦婉转可歌，那么石湖在中国词坛中居何地位 

呢?笔者认为沈曾植的见解颇为独到，亦符事实： 

其(汪莘 )所称举，则南渡初以至光、宁，士大夫涉 

笔诗余者。标尚如此，略如诗有江西派。然石湖、放翁， 

润以文采，要为乐而不淫，以自别为诗人 旨格。曾端伯 

《乐府雅词》，是以此意裁别者。白石老人，此派极则， 

诗与词几合同而化矣。吴梦窗、史邦卿影响江湖，别成 

绚丽，特宜于酒楼歌馆，钉坐持杯，追拟周、秦，以缵 

东都盛事。于声律为当行，于格韵则卑靡。赖其后有草 

窗、玉田、圣与出，而后风雅遗音，绝而复续。̈  ” 

沈氏所论即认为词坛当有一风雅词派，如果说姜夔是 

此派宗主，周密、张炎、王沂孙之流是其羽翼的话，范成大、 

陆游等则可谓是此派先驱，故笔者以“风雅之驱”冠之石湖， 

以证其词史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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