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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野气象冶是叶人间词话曳中的重要概念袁它与野境界冶关系密切袁对它的理解将直接关系到对野境界冶的评
价遥 本文追溯了叶人间词话曳气象说的传统文论渊源袁从生命关怀尧个体感悟与悲剧体验三方面阐发了野气
象冶的内涵并探讨了野气象冶与野境界冶的关系袁提出野境界冶是一种人生境界遥 气象具有与境界相通的特点袁
是境界理论的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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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的叶人间词话曳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终结之作袁王氏于其中讨论了文学本质尧文学创作及
文学批评诸问题袁他提出的野境界冶说影响深远袁是中国传统文论和美学研究的重要概念袁相关研究也日
趋深入遥 但学界对王氏提出的与境界相关的其他概念则研究较少袁野气象冶即是其中之一遥
事实上袁佛雏尧叶嘉莹等先生对叶人间词话曳中的野气象冶已有论及袁其观点影响至深袁但尚有待深入遥
近有李铎先生叶论王国维的野气象冶曳一文专论此问题袁文章肯定了气象在叶人间词话曳全书中的重要地
位袁并对气象概念做了追本溯源式的研究以梳理王氏之野气象冶的传统文论渊源袁文章明确指出院野耶气
象爷是境界的量化概念袁是指境界深厚之程度袁同时又是与创作主体的修养相关的概念遥 冶盂应该说袁李先
生已注意到了野气象冶与野境界冶的联系并对野气象冶做了较明确的定位遥 但他认为叶人间词话曳第 员园 则至
第 猿猿 则都在讨论气象问题未免有概念泛化之嫌遥 笔者认为袁对野气象冶的探讨仍当以叶人间词话曳中有明
确表述的五则为基础袁再联系野境界冶尧野意境冶尧野气冶尧野韵冶尧野格冶等概念袁探讨气象与以上诸概念的区别
和联系袁从而对气象做一清晰界定遥

一
众所周知袁叶人间词话曳手定稿是在原稿基础上删定而成的袁书中词话顺序多有调整袁这是王氏用心
之处袁于此可窥见王氏理论之自觉与理论建构之理路遥 叶人间词话曳前九则对境界从不同角度做了阐述袁
是全书的总纲袁其后诸则是对历代词作者的具体评价袁皆按时间顺序排列遥 野气象冶首次出现是在第 员园
则袁评李白词野纯以气象胜冶袁并以叶忆秦娥曳为证遥 此则是作家论的开始袁王氏于阐述境界说后即以气象
评词袁令人深味遥
前此的第九则可看作是由前八则专论境界向作家论转向的枢纽袁在此则中王氏批判了严羽的兴趣
说和王士 的神韵说袁并指出自己之所以提出境界的原因要要
要野探其本冶遥 可以看出袁对野本冶的理解直接
关系到对王氏境界说独创价值的认识遥 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历来是评价王氏叶人间词话曳及其境界说的焦
点袁也出现了诸多相近而又不同的观点遥 在这些观点中袁以唐圭璋尧叶朗尧叶嘉莹等先生的说法较切实而有
说服力遥 淤以上三家之说虽表述各不相同袁但皆从境界与兴趣尧神韵概念的内部差异入手加以分析袁而忽略
了王氏提出境界的哲学背景遥 要之袁王氏作叶人间词话曳之时正是他耽于叔本华尧尼采哲学之际袁他对于历
史人生问题的深刻思索也影响到了他同一时期的文学观遥 前述王氏探本之说当可理解为他的文学本质观
的明确表述袁而不仅是简单的概念区分遥 那么袁王氏所探之本为何钥 人生也遥 于此可观其在叶屈子文学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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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曳中之表述院野诗歌者袁描写人生者也遥噎噎然人类之兴味袁实先人生袁而后自然遥故纯粹之模山范水袁留连
光景之作袁自建安以来殆未之见遥而诗歌之题目袁皆以描写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主遥其写景物也袁亦必以自己
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袁而始得于特殊之境遇中袁用特别之眼观之遥 故古代之诗袁所描写者袁特人生之主观的
方面曰而对于人生之客观的方面袁及纯处于客观界之自然袁断不能以全力注之也遥 噎噎诗之为道袁既以描写
人生为事袁而人生者袁非孤立之生活袁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遥 冶榆由此可见袁王氏所探之野本冶即为
人生袁而此人生又非但一己之人生袁乃普遍之人生遥 另袁王氏此处所论之野情冶野景冶关系亦为叶人间词话曳所
论之一大问题遥 他说古代之诗偏重主观袁自有一定道理袁但应不限于古诗袁因唐尧五代尧北宋词之佳者虽重
写景袁实亦借景抒情袁景语皆情语遥 故王氏所言之境界当可看作一精神境界或人生境界袁或如其所言首先
是一种野高尚伟大之人格冶渊叶文学小言曳冤尧野雅量高致冶渊叶人间词话窑四五曳冤遥 虞正因此袁他才说院野东坡之词
旷袁稼轩之词豪遥 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袁犹东施之效捧心也遥 冶渊叶人间词话窑四四曳冤遥
另应看到袁由第九则对严羽兴趣说的评价可看出袁王氏对严羽及其叶沧浪诗话曳是熟悉的袁对其理论
贡献并未一概否定袁而是认为野兴趣冶说仍适用于北宋以前之词袁只是较野境界冶略逊一筹遥 再联系到第十
则首以野气象冶论词袁则严羽之野气象冶说直接影响到王氏袁并为王氏继承尧改造就是很明显的了遥 因此袁要
了解王氏所用野气象冶之内涵袁则应首先了解严羽野气象冶说之内涵遥
严羽之气象说源于前代袁是传统文论气象说的延续和发展遥 气象说源起于先秦袁它是由野气冶和野象冶
化合而成的袁故兼具此二者之内涵与特点遥 野气冶是由万物本源野道冶演化而来的袁是野道冶的具象化袁它是
客观实在袁由它再演化出宇宙万物袁因而可以将它视作生命得以存在的前提遥 对于创造主体而言袁野气冶
是内在的袁它需要形象来加以外化袁野象冶即是野气冶外化的显现遥 如此看来袁气象便是创造主体内在生命
力与外在艺术表现的统一袁是通过审美形象表现出来的艺术家的内在生命力袁其侧重点在野气冶袁野象冶是
表现野气冶的辅助手段遥 学界对于气象已多有论述袁此不赘述袁在此只简述唐宋几家的相关论述袁以与严
羽之说相参照遥 唐人皎然评诗将野气象冶列为野四深冶之首院野气象氤氲袁由深于体势曰意度盘礴袁由深于作
用曰用律不滞袁由深于声对曰用事不直袁由深于义类遥 冶渊叶诗式窑诗有四深曳冤皎然此说直接影响到后来诸家
观点遥 宋人姜夔将野气象冶作为评诗的首要标准院野大凡诗袁自有气象尧体面尧血脉尧法度遥 气象欲其浑厚袁其
失也俗遥 冶渊叶白石诗说曳冤这里袁姜夔肯定了气象之于诗的重要袁但反对单纯追求气象浑厚袁认为那样会导
致诗的俗鄙尧老套遥 但严羽对气象的看法就不同了袁在王氏所引严羽对野兴趣冶的表述之前袁严羽提出野诗
法有五冶袁并将气象列在第三位袁而他所认为的野诗之极致冶则是野入神冶袁紧接着提出的野兴趣冶说则是对
野入神冶的解释遥 因此可以说袁王氏所批评的是严羽对野诗之极致冶的看法袁他认为过于强调野入神冶会流于
空疏袁而对严羽所言之诗法则有所接受遥
另袁严羽不同于姜夔之处在于袁他肯定了浑厚气象的美学价值院野坡尧谷诸公之诗袁如米元章之字袁虽
笔力劲健袁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遥 盛唐诸公之诗袁如颜鲁公书袁既笔力雄壮袁又气象浑厚袁其不同如
此遥 冶渊叶附答吴景仙书曳冤此处严羽所言之气象袁含义有二院前一气象指主体精神风貌尧气质征象袁用于评
人曰后一气象指作品的总体审美特征袁用于评诗遥 这两方面显然是相关的袁一是内在生命意蕴袁一是外在
作品表现遥 但严羽所用气象更多是就作品言袁如院野唐人与本朝人诗袁未论工拙袁直是气象不同冶渊叶诗评曳
第五冤袁野汉魏古诗袁气象混沌袁难以句摘冶渊叶诗评曳第十冤袁野建安之作袁全在气象袁不可寻枝摘叶冶渊叶诗评曳
第十四冤遥 他强调的是袁气象浑然一体袁雄浑悲壮的特点遥 王氏对气象的看法基本与严羽相同袁只是他所
看重气象的还在于院一袁气象不单可就作品言袁更可就主体言袁它所彰显的首先是一种鲜活的生命感悟袁
一种博大无匹的的胸怀袁一种人生境界曰二袁气象具有与境界相通之特点袁即形象可感袁质实而不虚空袁
野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冶袁是他用以支撑境界理论的基石遥
王氏多次借用传统文论的野气象冶概念袁对其内涵应是有充分认同的遥 气象的内外统一性即与他所
说的野内美冶与野修能冶之统一相通遥 他说野白石有格而无情袁剑南有气而乏韵冶袁皆是由此出发做出的评价
渊叶人间词话窑四三曳冤遥 在王氏看来袁野数峰清苦袁 商略黄昏雨冶袁野高峰晚蝉袁 说西风消息冶袁 固然格调高
绝要要
要野古今词人格调之高袁无如白石冶渊叶人间词话窑四二曳冤袁但他白石于写景抒情上未达野真冶之境界袁

员远员

叶人间词话曳野气象冶说探析

野终隔一层冶遥 白石之弊显然在于外在技巧有余而内在气度不足袁即野象冶有余袁而野气冶不足遥 陆游之词则
有豪放的气势袁这与他野雄慨超爽冶渊叶嘉莹语冤的气质禀赋有关袁但少委婉曲折之致袁未有含蕴不尽的余
味遥 陆游之弊在于野气冶有余袁而野象冶不足遥 姜尧陆二人之词都野无言外之味袁弦外之响袁终不能与于第一流
之作者也冶渊叶人间词话窑四二曳冤遥 相比之下袁野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袁有境界冶渊叶人间词话窑四三曳冤袁野有性
情冶即有野气冶袁野有境界冶即有野象冶遥 所谓野横素波袁干青云之慨冶就是用形象化的语言表达了他激昂排宕
的胸怀袁令人回肠荡气袁回味悠长遥
如前所述袁野境界冶是为反对野神韵冶尧野兴趣冶的凌虚蹈空提出来的袁它强调对于诗境的落实袁追求形
象可感袁即所谓野语语都在目前冶渊叶人间词话窑四十曳冤遥 野气象冶则是对境界这一本质特征的进一步补充说
明遥 对此袁我们可以从叶人间词话曳有关气象的五则论述中一一找到印证袁在此仅以第三十则为例遥 王氏
于此则引用了叶诗经曳尧叶楚辞曳等作品中的句子袁进而评论道院野气象皆相似冶遥 此野相似冶既指诗句中所用
意象的相似渊野风雨冶尧野霰雪冶尧野落晕冶尧野斜阳冶冤袁也指诗句意蕴之相似渊都指涉了内心的苦闷尧悲凉与压
抑冤遥 实际上袁此处之气象亦可换作境界袁王氏不用境界而用气象概有两层用意院一袁借传统文论概念术
语诠释自己独创之概念曰二袁借气象质实尧形象可感之特点突显境界之本质特征遥 若对照第三十一则袁此
意愈显遥
同时应看到袁此则紧承第二十九则而来袁可视作对前则的补充说明遥 第二十九则云院野少游词境袁最
为凄婉遥 至耶可堪孤馆闭春寒袁杜鹃声里斜阳暮爷袁则变而凄厉矣遥 东坡赏其后二语袁犹为皮相遥 冶在王氏
看来袁少游词境以凄婉为主袁这是他的创作特色袁东坡所赏之后二句野郴江幸自绕郴山袁为谁流下潇湘
去冶袁恰是融情于景袁体现了他的词境的遥 但王氏更欣赏的是词话中所引二句的形象直观及对苦难的直
面袁这或许也可视作他对野温柔敦厚冶诗教的有意突破吧遥

二
综观王氏有关气象的论述袁可以发现他有意赋予气象以新的哲学内涵院博大的生命关怀袁独特的个体
感悟和深沉的悲剧体验遥 在王氏看来袁以上诸方面都是中国传统文学所缺乏而又为真文学所不可或缺者遥
王氏是以探讨审美问题的方式探讨人生问题袁人生尧人类之所系是其哲学尧美学思想的基点袁如其
自云院野体素赢弱袁性复忧郁袁人生之问题袁日往复于吾前袁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遥 冶愚但在接触康德尧叔本
华尧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过程中袁王氏发现了其中的不足袁于是转向美学寻求解脱遥 他的人生思索尧生命
感悟在叶人间词话曳中有着鲜明的体现袁其中表述最明确的当是下面一则院野诗词之题目袁本为自然及人
生遥 自古人误以为美刺尧投赠尧咏史尧怀古之用袁题目既误袁诗亦自不能佳遥 后人才不及古人袁见古名大家
亦有此等作袁遂遗其独到之处而专学此种袁不复知诗之本意遥 冶渊叶人间词话删稿曳冤舆王氏通过对传统诗词
创作规范的颠覆袁张扬文学创作的独创性袁反对因袭模拟袁其意在揭示野诗之本意渊按：文学的本质冤在于
关注描写自然及人生冶遥 与此相应袁他进一步区分了野忧生冶与野忧世冶遥 野忧生冶是指诗人的个体生命感悟袁
是对人生问题的反思与追问袁它是一己的袁甚至是孤独的遥 而野忧世冶则是诗人对现实社会尧世态人情的
关注与思考袁它超越了个体的自怜自艾而将目光转向更广阔熏更丰富的社会生活遥 如果仔细揣摩王氏之
用意袁似以野忧生冶为重袁也就是说王氏更看重的是诗人独特的生命体验袁没有深入的野忧生冶袁就没有深
入的野忧世冶遥 这从他所引晏殊叶蝶恋花曳词句亦可窥见袁野昨夜西风凋碧树袁独上高楼袁望尽天涯路冶恰是
王氏所言野古今之成大事业袁大学问者袁必经过三种之境界冶之第一境遥 词中抒情主人公就是一个有着深
沉而博大的生命关怀的孤独的思想者袁也是王国维式的悲情哲人遥
以此准之李煜的创作袁则其词之气象高出温庭筠尧韦庄之处在于野忧生冶之深且广遥 那么袁为什么李
煜能做到眼界大尧感慨深呢钥 就野深冶而言袁李煜的独特之处在于野不失其赤子之心冶袁野阅世愈浅袁则性情
愈真冶袁野以自然之眼观物袁以自然之舌言情冶遥 简言之袁野深冶的基础是野真冶袁由此野真冶也就成了野气象冶营
构的基础遥 对照王氏所云院野能写真景物尧真感情者袁谓之有境界袁否则谓之无境界冶渊叶人间词话窑六曳冤袁则
气象与境界之关系益发明显遥 而王氏通过气象尧境界所昭示的野真冶当理解为人类生存之本真袁这是他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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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的生命体验的凝聚遥 所谓野广冶袁是就诗人关照自然人生的着眼点而言袁在王氏看来野真正之大诗人袁则
又以人类之感情为一己之感情冶遥 具体到李煜袁则是野俨有释迦尧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冶袁因为在王氏看
来李煜词渊主要是亡国后冤已突破一己之情感遭际袁不再是野自道身世之戚冶而是将着眼点放在对全人类
生存困境与苦难的思索上遥 李煜与宋道君皇帝的野大小冶之别正在于胸襟怀抱不同袁亦即气象广狭有别遥
诚如夏中义先生所言院野李词虽涉耶身世之戚爷袁但由于感慨甚深袁这就使其词境越出了个体性自怜自悯
而赢得更为阔大隽永的艺术气象袁即升华为人类体悟生命厄运时的一般诗哲符号遥 冶余因此也可以说袁气
象背后有着深厚的哲学思考袁对于王氏而言袁哲学与美学是二而实一的遥
结合以上分析袁第十则从气象角度对李白与范仲淹尧夏竦词的高下之分就可以理解了遥 范尧夏二人
之词由于缺乏博大的生命关怀袁因而在气象的深度与广度上自然不能与李白之叶忆秦娥曳相比遥 而有论
者仅以野空间的广阔和时间的悠长冶理解气象袁显然是失之过浅遥 于
另袁叶人间词话曳第六十则对野入冶尧野出冶的论述亦可视作对气象的解释袁野入冶要深袁野出冶要广袁方有气
象遥 野美成能入而不能出冶即是说清真词在生命体验的深度上袁野言情体物袁穷极工巧冶袁堪称一流袁但在广
度上却嫌不够袁仅限于一己之生存体验袁未将关注的目光放在全人类共通的生存问题上遥 也就是说袁清
真词描摹物态袁曲尽其妙袁颇见功力袁但于描摹之外袁缺乏进一步的提升袁野无言外之味袁弦外之响冶袁虽
野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冶袁但毕竟较欧尧秦诸人略逊一筹渊叶人间词话窑三三曳冤遥 王氏对气象之广度的强调袁
实际上是他对文学超越性的推崇袁因为超越指向自由袁意味着对生存苦难的审美超脱遥

三
审美活动是个体化的精神活动袁是个体生命存在的确证与升华袁没有审美活动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袁
而审美的灵魂是独立自由袁这种独立自由的获得又依赖于审美主体独特的生命体验遥 王氏十分重视审
美的独立性袁在叶文学小言曳尧叶红楼梦评论曳尧叶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价值曳尧叶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曳等
文章中多有表述袁此不赘述遥 应该指出的是袁与王氏对审美独立性的强调相关袁他对审美主体独特的生
命体验亦极为重视袁而这在叶人间词话曳中有较明确的表述袁强调景物尧感情之野真冶袁即是一例遥 他的这一
观点是有感而发的袁即所谓野社会上之习惯袁杀许多之善人袁文学上之习惯袁杀许多之天才遥 冶渊叶人间词
话窑未刊稿曳俞野天才冶正是王氏对有独立人格尧非功利审美态度的审美主体的界定袁在他看来李白尧李煜尧
苏轼等皆属此列遥 伟大的诗人都应有独特之生命体验袁即王氏提出的野第一义冶袁野词家未有之境冶渊叶人间
词话窑未刊稿曳冤逾要做到这一点袁诗人就要野以自然之眼观物袁以自然之舌言情冶袁要野不失其赤子之心冶遥
而要保有野赤子之心冶袁则阅世不宜过深袁因阅世不深袁诗人才更少社会功利思想袁少受他人思想观念的
影响袁保持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敏锐观察袁深入体验与主体自由遥 试看李白叶忆秦娥曳野西风残照袁汉家陵
阙冶之所以野关千古登临之口冶袁正在于诗人在写景中融入了自身对历史尧人生的思考袁不落窠臼袁显得超
迈脱俗袁气象阔大袁词中所蕴涵的历史兴亡之叹尧人生无常之感恰是古今登临之作的共通主题遥 这显示
了李白作为天才诗人的独特发现袁他是将自身生命体验放大为人类生命存在的共通体验的遥 相比之下袁
范仲淹的叶渔家傲曳虽亦有阔大之意象袁但词人自身鲜活的生命体验被更宏大深沉的爱国情绪和立功情
结遮蔽了袁这样借景抒情就有些野隔冶遥 至于夏竦的叶喜迁莺曳则有应制之作的共通特点袁即自身生命体验
与独立思考的严重缺失遥 如此看来袁王氏推崇李白的叶忆秦娥曳就显得自然而容易理解了遥
同样袁李煜之词之所以在气象上超越温尧韦袁亦在于对个性体验的张扬袁对自身独得之感的坚守遥 所
谓野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冶即标示出李煜在中国词史上承前启后尧开拓创新的不可替代的地位袁正
是他把流连光景尧叙写儿女之情的小词转化为能承载丰厚生命体验的真正的文学文体遥 诚如有论者所
言熏李煜在生命后期野由一国之君而成阶下囚袁情感更加纯粹袁创作更加个人化袁作品也更其杰出冶 员员 遥而王
氏对野赤子之心冶的强调正是他对气象渊进而是境界冤营构的主体要求遥 王氏希望通过对赤子般活泼泼生
命力的张扬袁扫除一直笼罩在中国文坛上的陈腐之气袁为个性的自由伸张尧文学的健康发展开辟道路遥
他的这一观念本身就为新文学的萌发开启了先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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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应该指出袁重视个体生命体验并不是野自道身世之戚冶袁仅局限于一己的生活圈子袁而是指诗人
以自身生命体验为基础袁在保有个性体验的鲜活感的前提下袁将这一体验提升袁与更广阔的历史尧现实
结合遥 这样袁王氏对气象的大小之辨就有了艺术辩证法的意味遥

四
最后应该论及的是王氏野气象冶说所蕴涵的深沉的悲剧体验遥 众所周知袁王氏是以悲为美的袁这在他
的诗词创作中可以找到许多直接的例证袁如野人生一大梦袁未审觉何时遥 相逢梦中人袁谁为析全疑钥 冶渊叶静
安诗稿窑来日二首曳之一冤曰野人生只似风前絮遥 欢也零星袁悲也零星袁都作连江点点萍冶渊叶采桑子窑高城鼓
动曳冤曰野试上高峰窥皓月袁偶开天眼觑红尘遥 可怜身是眼中人冶渊叶涣溪沙窑山寺微茫曳冤遥 他的悲剧体验源于
对历史尧人生的深层思考袁他将思考所得融铸为诗尧为词袁也融铸为一部叶人间词话曳遥 叶人间词话曳中对气
象的阐发亦透出此中消息院第十则突出的是对历史的思考袁第十五尧三十尧三十一尧四十三诸则突出的是
对人生的思考遥 当然袁思考历史与思考人生常常是二而实一的袁这一点在李煜身上体现的尤为显著遥 这
或许也是王氏对李煜推许有加的原因之一遥
另需指出的是袁对王氏叶人间词话曳的解读应结合其叶人间词曳等创作进行袁因叶人间词话曳中的诸多
理论主张在王氏自身创作中多有体现遥 野气象冶所蕴涵的对历史变迁的深入思考在王氏词作中即多有例
证袁如院叶摸鱼儿窑秋柳曳尧叶青玉案窑姑苏台上曳尧叶临江仙窑过眼韶华曳等遥 笔者认为袁叶临江仙窑过眼韶华曳尤
能显现王氏对野气象冶的理解袁兹将原作抄录如下院野过眼韶华何处也袁萧萧又是秋声遥 极天衰草暮云平遥
斜阳漏处袁一塔枕孤城遥
独立荒寒谁语钥 蓦回头袁宫阙峥嵘遥 红墙隔雾未分明袁依依残照袁独拥最高
层遥 冶词中时空跨越的广阔袁历史变迁的沧桑袁韶华易逝的悲悯与李白之叶忆秦娥曳颇为相近遥 诚如有论者
所言院野耶西风残照袁汉家陵阙爷袁静安当有同样的感受吧遥 以苍凉的景色来渲染人物孤独的情绪袁换头一
语尤为深切遥 冶 员圆
在整部叶人间词话曳中像野气象冶这样的概念还有不少袁学者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对其中有独创性的
概念多加关注袁并努力揭示出它们之间的深层关联遥 笔者以为袁这将有利于对王氏文艺美学思想的全
面尧公正评价袁也将有利于当下的传统文论研究遥
淤因唐圭璋先生的观点相对提出较早袁而后来诸家观点多受其影响或与其观点相近袁故此处只引此说袁其他诸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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