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钟 书 评 宋 诗
许厚今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合肥 230053）
摘要：钱钟书先生独钟宋诗，
《谈艺录》是一部或半部宋诗史，
《宋诗选注》又俨然一部宋诗评。尤其是在《选
注》的序和以小说家笔法勾勒点染的那些议论意趣洋溢的诗人简评里，钱先生充分地表露了他特别对于
宋诗警醒显豁、深入浅出的见解。本文对钱先生评宋诗，从宋诗的背景及其现实性、宋诗的成就及其缺陷
美、宋诗的流派及其多元化等三方面进行了搜集演释。钱先生的宋诗观，足以使读者认识到宋诗的真切面
貌，认识到它能为我们今天欣赏和接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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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先生是“喜欢”或说“喜欢研究”宋诗的。从某种意义上讲，
《谈艺录》是一部或半部宋诗史；
《宋诗选注》又俨然一部宋诗评。尤其是从《选注》的序和诗人简评里，令我们看得最集中而充分。本文试
对钱先生的宋诗观作些搜寻。
宋诗的背景及其现实性
钱先生指出：
“作品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生，
在他生活的现实里生根立脚”。[1]（ P3）作为继唐诗
之后的又一代宋诗，它的历史背景又是怎样的呢？钱先生首先揭示出宋代社会矛盾为宋诗提供了创作
的土壤。他说：
“宋朝收拾了残唐五代那种乱糟糟的割据局面，
能够维持较长时期的统一和稳定……。不
过，宋的国势远没有汉唐的强大，我们只要看陆游的一个诗题：
《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
复汉唐故地》。宋太祖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到了南宋，那张卧榻更从八尺方床收缩为行
军布床。此外，又宽又滥的科举制度开放了做官的门路，既繁且复的行政机构增添了做官的名额……；
北宋的‘冗官冗费’已经‘不可纪极’。宋初有人在诗里感慨说，年成随你多么丰收，大多数人还不免穷
饿：
‘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 ’……例如：所选的唐庚‘讽囚’诗就老实不客气的说大官小吏都
是盗窃人民‘膏血’的贼。国内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因国际的矛盾而抵触得愈加厉害；宋人跟辽
人和金人打仗老是输的……，朝廷只有从人民身上去榨取这些开销，例如所选的王安石《河北民》诗就
透露了这一点，而李觏的《感事》和《村行》两首诗更说得明白……。北宋中叶以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
的情况愈来愈甚，也反映在诗人的作品里。”[2]（ P1-3）
这段话说明，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向后期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宋朝统治者虽然采取了
种种措施加强中央集权，
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但成效并不显著。而相反，
政治腐败，百姓受苦，国家积贫
积弱，并且外患一直严重，民族矛盾之尖锐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任何朝代。宋代诗人生长在矛盾重重的社
会，他们的创作不可能忘怀现实。所以，
“诗人就象古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尤其像那种参加动作的合唱
队，随着搬演的情节的发展，歌唱他们的感想，直到那场戏剧惨痛的闭幕、南宋亡国，唱出他们最后的长
歌当哭：
‘世事庄周蝴蝶梦，春愁臣甫杜鹃诗! ’”[3]（ P3）试想，如果没有南宋民族矛盾，哪有陆游的爱国诗
篇；没有北宋的社会现实，哪有宋初张咏的《悯农》感慨；没有宋代社会的内外交困，朝廷重臣王安石为
何要去写《河北民》？思想家李觏又为何要去写《感事》和《村行》呢？由于辽、西夏以及后来的金、元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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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扰宋朝的疆土，而宋王朝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高度的中央集权，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
兵”，兵虽多而不能战，将虽有而无实权的局面，军事实力大为削弱。再加上统治集团一味地“输玉帛以
乞苟安”
（王夫之《宋论》卷六），实行投降路线，疯狂阻挠爱国志士和广大人民的抗战斗争，终于使北宋
王朝于公元 1127 年灭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之手，南宋王朝于公元 1279 年灭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之
手。有宋一代诗人的确像一幕悲剧的演唱队，直至悲剧惨痛的闭幕。
宋诗是植根于现实的土壤的，但钱先生又指出：
“它反映这些情况和表示这个背景的方式可以有各
（
）
[4] P3
他且特意拈出了如下三种：
色各样。”
一是以梅尧臣的《田家语》和《汝坟贫女》为例，说明诗里所写当时抽点弓箭手的惨状，可与司马光
在其《论义勇六 子》一文中记载的史料相印证。《田家语》略云：
“前月诏书来，生齿复板录；三丁籍一
壮，恶使操弓 。”
《汝坟贫女》略云：
“自言有老父，孤独无丁壮。……督遗勿稽留，龙钟去携杖。”而《温
“康定庆历之际，赵元昊叛乱……国家乏少正
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二“第一 子”说：
兵，遂籍陕西之民，三丁之内选一丁为乡弓手……闾里之间，惶扰愁怨……骨肉流离，田园荡尽。”钱先
生认为，这是一种反映方式的例子，说明诗歌作品里的写实不能仅仅满足于与史料的相符。因为，
“也许
史料里把一件事情叙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
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 反过来说，要是诗歌缺乏这种艺术特征，
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铺直
叙，那未，虽然它在内容上有史实的根据，或者竟可以补历史记录的缺漏，
它也只是押韵的文件。”[5]（ P4）长
于比喻的钱先生，
对此还作妙喻：
“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
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
[6]（ P4）
选择的人体美了。”
诗是“血肉”，史是
“骨干”；诗与史有机的结合，才谈得上真正的诗美。
二是以范成大的《州桥》为例，说明诗里所写父老在金国的大街上拦住宋朝使臣问为什么宋兵不打
回老家来，与范成大自己以及楼钥和韩元吉的记载一样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而且也许不会发生。《州桥》
云：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
‘几时真有六军来？”而范成大《揽辔录》里只
说：
“遗黎往往垂涕嗟啧，
指使人曰：
‘此中华佛国人也！’”楼钥《玖 集》卷一百一十一《北行日录》上说：
“都入列观……戴白之老多叹息掩泣，或指副使曰：
‘此宣和’官员也！’
”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十六
《书<朔行日记>后》说：
“故自渡淮，虽驻军乞浆，下马舆手，遇小儿妇女，率以言挑之，又使亲故之从行者
反复私焉，然后知中原之人怨敌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举也！”钱先生认为，这是另一种反映方式的
例子，
说明诗歌里的写实不就等于埋没在琐碎的表面现象里。因为，
“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
这正
是它的克已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
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
[7]（ P4-5）
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
而结合南
宋人的心理来看，
钱先生说：
“南宋的爱国志士最担心的是：若不赶早恢复失地，沦陷的人民就要跟金人
习而相安，忘掉了祖国。不过，对祖国的怀念是留在情感和灵魂里的，不比记生字、记数目、记事实等等
偏于理智的记忆。后面的一种是死记忆，好比在石头上雕的字，随你凿得多么深，年代久了，总要模糊消
灭；前面的一种是活记忆，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长愈牢。……范成
大的诗就是加强的表白了他们这种久而不变、隐而未申的爱国心”。[8]（ P5）透过琐碎的表面现象，加强人的
心灵的挖掘，由“死记忆”
变为“活记忆”，由“理智”
上升到
“情感”，这样的诗的确才真挚感人援
三是以萧立之的《送人之常德》为例，说明诗里所写宋末元初有些人的心理是希望找个桃花源去隐
居，可与方回的逸诗参照。
《送人之常德》略云：
“秦人得知晋以前，降唐臣宋谁为言？忽逢桃花照溪源，请
君停篙莫回船。编蓬便结溪上宅，
采桃为薪食桃实；山林黄尘三百尺，不用归来说消息！”而方回在宋将
亡未亡的时候作了一首《桃源行》，序文说：
“避秦之士非秦人也，乃楚人痛其君国之亡，不忍以其身为仇
人役，
力未足以诛秦，故去而隐于山中尔”；
诗里又说：
“楚人安肯为秦臣，纵未亡秦亦避秦”
。[9]（ P320-321）钱
先生认为，这是又一种反映方式的例子，说明诗歌里的写实还会印上了作者身世的标记。“恰像一首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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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诗也可以诗中有人，因而帮助读者知人论世。”[10]（ P6）如钱先生所叙，萧立之是一位“有坚强的民族气节
的诗人”，
“南宋危急的时候，他参预过保卫本朝的战争；南宋亡后，他对元代的统治极端憎恶。”萧立之
寄托在
“挑花源”里的是一腔哀怨，他“感慨在元人统治下的地方已经没有干净土了，希望真有个陶潜所
“只要看陆游，
他处
描写的世外桃源”
，像方回所持的态度一样“纵未亡秦亦避秦”
。[11]（ P320-321）钱先生还说：
在南宋的偏安局面里，耳闻眼见许多人甘心臣事敌国或者攀附权奸，就自然而然把桃花源和气节拍合
“寄奴谈
起来，
何况连残山剩水那种托足之地都遭剥夺的萧立之呢？”[12]（ P7）陆游《书陶靖节桃源诗后》云：
笑取秦燕，愚智皆知晋鼎迁；独为桃源人作传，固应不仕义熙年!”钱先生对萧立之与方回、陆游的比照分
析表明，写诗讲诗品，为人讲人品，只有把诗品与人品结合起来，诗才是既亲切而又长久的。
钱先生如此分析宋代诗人的“现实感”
，正是他对于诗的生活感与社会性的看重，其中亦不乏对诗
歌与写实关系的美学辩证分析。
宋诗的成就及其缺陷美
[13]（ P11）
钱先生指出：
“宋诗也颇尝过世态炎凉或者市价涨落的滋味。”
钱先生所说确实。而之所以如
此，很重要的是涉及到一个唐宋诗之比较的问题。从南宋至现代，唐宋诗优劣之比较一直众说纷纭。有
的尊唐抑宋，如宋代的严羽，明代的前后七子，清代的顾炎武、王士祯等；而有的则又尊宋抑唐，如明代
的公安派，清代的吕留良、吴之振等。钱先生认为：
“这些旧事不必重提，不过它们包含一个教训，使我们
[14]（ P12-13）
也正是基于这个“适当的比例感”，所以钱先生
明白：
批评该有分寸，不要失掉了适当的比例感。”
概而立论：
“整个说来，宋诗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15]（ P13）唐诗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高峰，
在这样一个高峰之后，诗人还要写诗，那只能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创新。钱先生说：
“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
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从这一审美判断出发，他肯定了宋诗的
“创造性和价值”——
—
“把唐人修筑
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
；
“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
；
“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
[16]（ P13-14）
发明和成功的尝试”。
钱先生对宋诗相对唐诗的比析，使我们认识到，宋诗在唐诗以后形成了一
个不大不小的高潮，产生了不大不小的影响。在唐诗之后，能在中国诗歌史上独树一帜的，只有宋诗；能
有资格与唐诗相颉颃，基本上可以分庭抗礼的，也只有宋诗；对于后世，除了唐诗，能给予诗歌以重大影
响的，
还是只有宋诗。
钱先生指出：
“早在南宋末年，严羽对本朝的诗歌已经作了公允的结论：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
[17]（ P20-21）
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这里，钱先生引严羽对宋诗的论析是持辩证的肯定态
度的。所谓以文字为诗，
或曰“以文为诗”，即诗歌日趋散文化，
用古代散文的章法写诗，
像散文那样在诗
中说理、议论。所谓以才学、议论为诗，就是说诗到了宋代，不完全诉之于形象思维，而经常诉之于抽象
思维即逻辑思维。特别是以文为诗这一点，
既是宋诗的显著特色，也有不少人同时又把它看成宋诗的缺
点——
—像钱先生就是这样的。
诗歌是韵文，
而且以抒情为主。唐以前的诗歌，以文为诗的现象虽然也有，但没有形成一个时代的
风尚。到唐代，
以文为诗的现象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大诗人杜甫，其诗“散语可见”
（刘辰翁《须溪
集》卷六《赵仲仁诗序》
）；
古文家韩愈，以文为诗已自成一体；晚唐的杜牧、
李商隐也好于诗中发议论。但
是，这一切在唐代诗坛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更谈不上能够改变唐代诗风。就是像韩愈那样的大家，
人们也只恭维他的散文；
而对于他的诗则另眼相看。到宋代情形就不同了，诗人打碎诗歌的节奏、语脉，
比前人更多地引入日常口语及散文句法，使诗歌的意象变得自然亲切、意脉变得流动顺畅，意境变得平
常冲淡，把机智和精巧如盐入水化得了无痕迹，等待读者来体验感悟其中的韵味。如古文家欧阳修不仅
推崇韩文，而且学习韩诗。明确地说，
主要就是学习韩愈的以文为诗。钱先生对这一情况的来龙去脉，说
得十分明白：
“他（欧阳修）是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有宋以来第一个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成就卓著的
作家。梅尧臣和苏舜钦对他起了启蒙的作用，可是他对语言的把握，对字句和音节的感性，都在他们之
上。他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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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畅所欲言而不致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
流动潇洒的风格。在‘以文为诗’这一点上，
他为王安石、
苏轼等人奠了基础”。[18]（ P27）这即是说，韩愈为唐
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皆愈为之发其
端，可谓极盛，以文为诗势必就成了北宋诗坛一股强大的潮流。这样，宋诗与唐诗不同的特色就形成了。
钱先生指出：宋诗爱讲道理、发议论，
“宋代‘理学’或‘道学’的兴盛使它普遍流播”。[19]（ P9）这里说到
宋代理学对以文为诗的影响。理学亦称道学，是儒家思想在宋代的发展，在文学创作上强调“道”的重
要，否定
“文”
有独立存在之必要。这样一来，宋诗与唐诗以抒情为主的特点不同，比较侧重于说理。钱先
生指出：
“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20]（ P2）这里所说“筋骨”，指气骨；所说“思
理”，指意态、
理趣。概言之：宋诗之美在气骨，
以意胜，不在容光在意态，在理趣。从实际情况看，宋代多
数诗人，包括一些道学家写的诗，也确是注意到了诗歌中的“理”是应当有“趣”的。比如程颢就曾赞扬石
曼卿的两句诗：
“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是“形容得浩然之气”的状况的（
《河南程氏外书》
时氏本拾遗）。特别是苏轼，他的许多哲理诗，都很耐人咀嚼，完全避免了枯燥的说教，使人于形象描写
之外，有大片想象的天地。钱先生说：
“他（苏轼）批评吴道子的画，曾经说过：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
理于豪放之外’。从分散在他著作里的诗文评看来，这两句话也许可以现成的应用在他自己身上，概括
[21]（ P71）
宋诗以文为诗的特色在苏轼手里更成熟了。
他在诗歌里的理论和实践。”
以文为诗把散文的特点往诗中“引进”，使诗在整齐的诗行里呈现出接近散文那样“流动潇洒”的风
格；以文为诗随着以
“理趣”见长而引人入胜一一这是宋诗的特色带来的好处。然而，宋诗的特色反映在
诗歌语言上，
又产生了它的缺陷，即用典用事的大量增加。钱先生指出：在王安石的诗里已“透露迹象”，
在“点瓦成金”的苏轼的诗里“愈加发达”
，而在“点铁成金”的黄庭坚的诗里“登蜂造极”
。钱先生说王安
石：
“他比欧阳修渊博，更讲究修词的技巧，因此尽管他自己的作品大部分内容充实，把锋芒犀利的语言
常斩截干脆得不留余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而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
他的诗往往是搬弄词汇和典故的游戏、测验学问的考题；借典故来讲当前的情事，把不经见而有出处的
[22]（ P48）
或者看来新鲜而其实古旧的词藻来代替常用的语言。”
钱先生说苏轼：
“他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
的文人，在散文、诗、词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
“他在风格上的最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
。
“主
要毛病是在诗里铺排古典成语，所以批评家嫌他‘用事博’
、
‘见学矣然似绝无才’、
‘事障’、
‘如积薪’，
[23]（ P71-73）
‘室、积、芜’、
‘獭祭’。”
钱先生对王、苏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的批评，正指出了他们的偏向和弱
点。然又如钱先生所指出：
“也许古代诗人不得不用这种方法，把记诵的丰富来补救和掩饰诗情诗意的
贫乏”，
或者“把浓厚的‘书卷气’作为应付政治和社会势力的烟幕”。[24]（ P49）结合宋代来看，这显然使我们
感到诗中大量用典用事这也是一种不得不然的“走向”、
“趋势”。钱先生说，除掉社会原因，还有艺术上
的原因：
“诗人要使语言有色泽、增添深度、富于暗示力，好去引得读者对诗的内容作更多的寻味，就用
[25]（ P50）
典故成语。”
再看钱先生说黄庭坚：
“黄庭坚有着着实实的意思，也喜欢说教发议论；不管意思如何
平凡、议论怎样迂腐，只要读者了解他用的那些古典成语，就会确切知道他的心思，所以他的诗给人的
印象是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成一片冰花。黄庭坚曾经把道听
[26]（ P111-112）
途说的艺术批评比于‘隔帘听琵琶’，这句话正可以形容他自己的诗。”
钱先生对黄的批评，正说
明他的诗虽然有“着着实实”的意思，但典故语言是
“生硬晦涩”
“不够透明”，像“隔帘听琵琶”
、
。
宋诗的流派及其多元化
就宋诗的社团、思潮、流派和并称而言，北宋初期有晚唐诗派、西昆体，中期有革新派；南宋初期有
“中兴四大诗人”，后期有“四灵”、江湖派等等。钱先生对宋诗在发展、变革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这种流
派及其风格、
样式的多元化，进行了生动的剖析。
对晚唐诗派，钱先生简评他们的代表林逋时指出：
“那时候有一群山林诗人，有的出家做和尚——
—
例如所谓‘九僧’，有的隐居做处士——
—例如林逋、
魏野、
曹汝弼等。他们的风格多么相像，都流露出晚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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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贾岛、
姚合的影响。林逋算得这里面突出的作者，用一种细碎小巧的笔法来写清苦而又幽静的隐居
[27]（ P11）
这里说了“人”、
说了“风格”、
说了“笔法”
。这派诗人在宋初诗坛上是有自已的特色的。
生涯。”
对西昆体，钱先生在简评晏殊、王安石时分别作了如下比较评析：晏殊“跟当时师法李商隐的西昆
）
体作者以及宋庠、
宋祁、胡宿等人不同，比较活泼轻快，不像他们那样浓得化不开，窒息闷气”。[28]（ P13“从
北宋诗歌的整个发展看来，……王安石的诗无论在声誉上、在内容上、或在词句的来源上都比西昆体广
[29]（ P51）
西昆体由杨亿、钱惟演、刘筠等人的《西昆酬唱集》而得名，其内容主要是歌咏宫廷生活，
大得多。”
表现男女爱情，以及咏物之作。杨亿等人在艺术表现上，
“为诗皆宗尚李义山”
（刘 《中山诗话》）。其实，
与他们诗歌的内容相适应，他们的诗并没有去学李商隐诗歌晦涩艰深的一面。他们在诗中卖弄才学，频
频用典，追求对仗的工稳，讲究词采的精丽和形式的华美。这种模仿总把所模仿的作家的短处缺点也学
来，如钱先生所说：
“就像传说里的那个女人裁裤子：她把旧裤子拿来做榜样，看见旧裤子扯破了一块，
[30]（ P14）
钱先生对西昆体的批评是正确的。
忙也照式照样在新裤子剪个窟窿。”
北宋中期的革新派，是宋诗以文为诗的代表，钱先生很器重，讲得也最多。他说梅尧臣：
“西昆体起
来了，……梅尧臣反对这种意义空洞语气晦涩的诗体，主张‘平淡’
，在当时有极高的声望，起极大的影
[31]（ P16）
响。他对人民疾苦体会很深，
用的字句也颇朴素”。
他说苏舜钦：
“他跟梅尧臣齐名，
创作的目标也大
致相同。他的观察力虽没有梅尧臣那样细密，情感比较激昂，语言比较畅达，只是修词上也常犯粗糙生
—愤慨国势削弱、异族侵凌而愿意‘破敌立功’那种英雄抱负——
—在宋
硬的毛病。陆游诗的一个主题——
[32]（ P24）
诗里恐怕最早见于苏舜钦的作品，这是值得提起的一点”。
钱先生的分析说明，能够大胆摒除西昆
体华而不实的作风，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苏二人。南宋刘克庄，就称梅为宋诗的“开山祖师”
《
（
《苏子美文集序》）。宋诗革新正是在他
( 南村诗话》)。清人宋荤称苏“挽杨、刘之颓波，导欧、苏之前驱”
们二人手中兴起来了。所以随后的欧阳修才因势利导，将这个运动推向了胜利。至于欧阳修，在诗的语
言上主张平易、自然、流畅，他的诗在梅、苏的基础上的确又前进了一大步，为宋诗的发展指出了更加明
确的方向。在政治上改易更革的同时，王安石成为欧阳修诗文革新精神的积极追随者，
使宋诗不仅在内
容与现实紧密结合方面有新的发展，
在艺术技巧方面也有新的成就。钱先生说：
“他比欧阳修渊博，
更讲
[33]（ P48）
究修词的技巧”。
而继欧阳修之后主盟文坛的杰出作家苏轼，在诗歌创作中，无论是题材内容，
还是
形式技巧等方面都有所开拓，是一位艺术上相当成熟的著名诗人，其影响及于整个宋代诗坛。有关他的
诗歌理论和实践，
钱先生说“用苏轼所能了解的话来说，就是：
‘从心所欲，不逾矩’；用近代术语来说，就
是：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34]（ P71）苏轼的诗
正是这样风格豪放，挥洒自如，
放笔快意，一泻千里，
“而但抒其意之所欲言”
（赵翼《瓯北诗话》卷五）。
对江西诗派，
钱先生首先要说的当然是黄庭坚：
“他是‘江西诗社宗派’的开创人，生前跟苏轼齐名，
死后给他的徒子法孙推崇为杜甫的继承者。……他对杜诗的哪一点最醉心呢？他说：
‘老杜作诗，退之作
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
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在他的许多关于诗文的议论里，这一段话最起影响，最足以
[35]（ P110）
解释他自己的风格，也算得江西诗派的纲领。”
这里说黄是江西诗派的“开创人”，
符合实情；
说
“无
一字无来历”、
“点铁成金”是江西诗派的“纲领”，是言中的。然江西诗派虽以黄为祖，其内部情况又如何
呢？钱先生在简评徐俯时说：
“列入江西诗派的二十多位诗人里，有一大半留下足够数量的作品，让我们
辨别得出他们的风格。根据这些作品而论，他们受黄庭坚的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只是有暂有久，有深有
浅，浅的像比较有才情的韩驹，
深的像平庸拘谨的李彭。”[36]（ P120）这里说了两个道理：一是所谓江西诗派，
只是从总体风格言；如就具体人而论，又各有千秋。二是黄庭坚学老杜，江西诗派中人学黄，学杜、学黄
都不能学而囿之，学而囿则要起负作用。钱先生在这里褒点到韩驹，我们看他又是怎样来讲他的才情
的：
“韩驹十分讲究
‘字字有来历’，据说他的草稿上都详细注明了字句的出处。所以他跟其他江西派作
家一样，都注重把典故成语点化运用，只是他比较高明，知道每首诗的意思应当通体贯串，每句诗的语
气应当承上启下，故典可用则用，不应当把意思迁就故典。”[37]（ P128）钱先生对故典成语的灵活运用，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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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妙谛：从篇法看，要通体贯穿；从句式看，要承上启下；从根本看，应当根据诗的意思的需要来决定取
舍；而滥用的病症，正在于
“把意思迁就典故”。
对南宋“中兴四大诗人”
，钱先生指出：
“是尤亵、杨万里、范成大和陆游四位互相佩服的朋友；杨和
“却是诗歌转变的主
陆的声名尤其大，俨然等于唐诗里的李白和杜甫。”[38]（ P176）对杨万里，他说，在当时，
要枢纽，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
“因此严羽《沧浪诗话》的‘诗体’节里只举出‘杨诚斋体’”。[39]（ P176）
这里所说“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亦即他的
“活法”。什么是杨万里的
“活法”？钱先生指出：
“‘活法’
是江
西派吕本中提出来的口号，意思是要诗人又不破坏规矩，又能够变化不测，给读者以圆转而‘不费力’的
印象。杨万里所谓‘活法’当然也包含这种规律和自由的统一，但是还不仅如此。根据他的实践以及
‘万
象毕来’、
‘生擒活捉’等话看来，可以说他努力要跟事物——
—主要是自然界——
—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
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不让活泼泼的事物做死书的牺牲品，
把多看了古书而在眼睛
上长的那层膜刮掉，用敏捷灵巧的手法，描写了形形色色从没描写以及很难描写的景象，因此姜夔称赞
他说：
‘处处山川怕见君’
—怕落在他眼睛里，
——
给他无微不至的刻画在诗里。”[40]（ P179-181）杨万里初学江西
派，后来学王安石的绝句，又转而学晚唐人的绝句。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最后“忽若有悟”，将诗法从前
人的旧套里摆脱出来，而师法自然。并别出机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对陆游，钱先生首先指出，
“他
的作品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
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滋味，
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
“说‘忠愤’的诗才是陆游集里
[41]（ P191-192）
而就这“忠愤”诗亦即爱国诗而言，
他又
的骨干和主脑，那些流连光景的
‘和粹’的诗只算次要。”
指出陆游的两个特点：一是“他不但写了爱国、忧国的情绪，而且声明救国、卫国的胆量和决心”，表达了
“投身在灾难里、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弘愿”；二是“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
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了几杯酒，写几行草
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
[42]（ P191—192）
泛滥到它的梦境里。”
说陆游的爱国诗将自己摆了进去，声明有自己的份儿，这是《诗经》
《秦风》
里《无衣》的意境，
也是和陆游年辈相接的岳飞在《满江红》词里表现的意境。把救国、卫国的气魄和心情
发挥得如此淋漓酣畅，这的确是陆游别开生面的地方。
对
“四灵”及“江湖派”，钱先生在简评徐玑时首先指出：
“徐玑……，号灵渊，……他和他的三位同乡
好友——
—一字灵晖的徐照，字灵舒的翁卷，号灵秀的赵师秀——
—并称‘四灵’开创了所谓的‘江湖派’。”
[43]（ P246）
这就是说，所谓“四灵”，是因为当时这四位诗人字号中均有一“灵”字；所谓“江湖派”，是以“四灵”
为榜样的诗人群。钱先生紧接着说：
“杜甫有首《白小》诗，说：
‘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意思是这种细
小微末的东西要大伙儿合起来才凑成一条性命。我们看到‘四灵’这个称号，也许想起麟、凤、龟、龙，但
[44]（ P246）
是读了
‘四灵’的作品，就觉得这种同一流派而彼此面貌极少差异的小家不过像白小。”
这是说
“四
灵”之诗在风格上是单调统一的，但不失还有那么一点点灵秀的意致。
钱先生搜辑辩识，将有宋一代诗歌之主要流派及其师承、代表、优劣，
—品藻评衡于股掌，
——
选笔真
可谓“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褒贬倏宜，惬心贵当。这是作者选宋诗的一种创造。它大大有利于我们
进一步加深对宋诗的背景、成就和特色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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