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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清代花木詩的藝術特色 

中國詩歌的創作而言講究的是含蓄凝練，詩人創作時往往不是直書情感與思

想，常借景物抒情、言志。景物為客觀的「象」；詩人所抒發的「情」與所言的

「志」為主觀的「意」，兩者在詩中的密切的結合造就「意象」的存在。大自然

是豐沛的詩歌意象的來源，花木詩歌中所擷取的意象，呈現現實生活的面貌。捕

捉意象後，詩人剪裁物象成為詩中的意象，以意象為點，鋪排詩歌成線與面，並

將意象組合成為不同的詩歌模式。 
文藝作品作為文藝活動，是一個完整的活動過程，也是完整的感悟和認識過

程。談及文藝作品必然會涉及到諸多文學形態和文學研究角度。按照美國批評家

艾布拉姆斯在《鏡與燈》所言，這四種類型或角度分別指出了文藝的四個要素：

世界、藝術家、作品和欣賞者。四要素構成的座標圖，形成四種文藝類型和文藝

研究的理論模式，即模仿論、表現說、形式說和功用說。表現說側重從作品與作

者的關係角度，掌握作者為中心而建立的文學創作、研究視角、文藝理論模式。

作者處於座標圖中心，也處於四要素中心，以作者為中心建立起與世界、作品、

讀者的聯繫，構成一個圍繞作者為中心的完整的文學活動結構，也構成一個完整

系統的表現說文學理論框架和理論模式。故本章以艾布拉姆斯的表現說為主軸，

並分析作者創作時裁剪意象群組合的手法。 
另外就清代花木詩中的審美特點而言，分為比興寄託、形神兼備、情景交融

三種。清代花木詩歌中以比興寄託的方法為多，因其手法較為婉轉含蓄，既有物

象的描摹又具抒情言志的效果，再加上疊加意象組合的手法運用，詩人的情志內

涵在詩歌的創作中一一呈現。 
     

第一節、花木詩的藝術手法 

中國古典詩歌運用意象描摹物象、傳達情志，因意象是構成文學藝術作品的

重要元素，透過意象創作者的心靈可鮮明呈現。詩歌意象是藉客觀物象與主觀情

意彼此交融烘托的產物，故外在世界的山川花木等物象，經由詩人情意潤澤，傳

達出物象的優美、詩人之生命氣度、藝術風格等訊息。研究詩歌中的意象，即是

透過意象傳達的訊息，發掘世界之美、詩歌意涵、詩人生命質度等，意象的地位

如此重要，在中國文學理論發展上又不斷的演進，故以下先就「意象」一詞及其

意義之演進論述，再說明意象的表現手法。 
 

一、「意象」一詞及其意義之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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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象最早作為文學理論之概念，當始於六朝劉勰的《文心雕龍》。但「意」、

「象」、「意象」這三個詞早已出現，如《周易》中將言、意與象之間的關係連結： 

 

子曰：「書不盡言，言不盡意」，然則是聖人之意其不可見乎？子曰：「聖

人立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1 

 

由於《易傳》雖認為「書不盡言，言不盡意」但肯定「聖人立象以盡意，設卦以

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言有不盡意之處，立象則易盡意，補言之不足，「立

象」是為了達「意」。王弼則將言、意與象之間的關係說明的更清晰：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若象，盡象莫若言。言生於 

象， 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 

著。2 
 

通過人類的語言文字，可以將物象傳達，透過物象更是可以將作者的情志抒發。

「言」表達陳述「象」外，可以臻於盡「意」的目的。「言」只是傳「意」顯「象」

的媒介而已，「意」則是最重要的思想情意部分，王弼再言：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 

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 

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 

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 

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 

忘象，得象在忘言。故立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 

也。3
  

 

王弼認為言生於象、象生於意，並提出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之說，闡明言與

象皆為得意的工具，故忘言忘象始可獲得「意」的真正內涵。然而此處的「意象」

與文學藝術上的意象尚有不同之處，錢鍾書先生曾言：「詞章之擬象比喻則異乎

是。詩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無詩矣，變象易言，是別為

一詩甚且非詩矣。」4主觀的情意與客觀的物象所形成的意象，這種「意象」融

入了象與言，所以是「依象以成言」的，不可「舍象忘言」。  

                                                 
1王弼：《周易注疏及補正》(臺北：世界書局，1963 年)，頁 8  

2王弼：《周易注疏及補正》(臺北：世界書局，1963 年)，頁 9 

3王弼：《周易注疏及補正》(臺北：世界書局，1963 年)，頁 9 

4錢鍾書：《管錐篇》（臺北：書林出版公司，1990 年），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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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意象」概念與文學理論連繫，始於六朝的劉勰，其於《文心雕龍》的〈神

思〉篇中述及： 
  

……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律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 

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5  

 

劉勰認為「意象」是馭文謀篇的重要方法與開端，也強調意象是審美中神思的作

用。「窺意象而運斤」成為詩人的自覺時，意象成為文學的範疇之一。不過「闚

意象而運斤」之「意象」，仍非真正的藝術形象，袁行霈先生即言：「劉勰所謂意

象，顯然是指意中之象，即意念中的形象。」6張少康先生也說：「劉勰在這裡所

說的『意象』，還不是指已經用語言文字物質化了的藝術形象，而是指處於構思

過程中的藝術形象，即作家意想中的形象。」7 不過由「尋聲律而定墨」及「馭

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中又可見運用藝術創作之角度探討意象，他評論說：

「劉勰還在既有『意象』說的成果基礎上，從藝術構思過程中意象的內在生成到

藝術表現中意象的外在實現，從意象的思維特徵到意象構成的辨證關係等都進行

了一次全面的梳理總結和創新，使之成為系統的完整的學術理論。」8 雖然劉勰

所謂的意象概念與後來有所差異，不過劉勰將它運用於藝術構思中，並擴展至文

學理論的範疇，使之更為完整，功不可沒。 
意象內涵發展至唐代，更鮮明地指出意象無所不在，皎然就說： 

 

取象曰比，取義曰興，義即象下之意。凡禽魚草木人物名數萬象之中，義 

類同者，盡入比興，《關雎》即其義也。9  

 

皎然將意象定義為一種文學創造的方法，並指出「禽魚草木人物名數」均可用意

象的方法深化意涵。《詩式》中進一步將傳統的「比興」概念與「意象」結合，

強調意象交融，反映了「意」與「象」密不可分。白居易的《金針詩格》也指出

物象涵蓋範圍盡在萬象之中，且詩歌有內意外意： 

 

一曰內意，欲盡其理。理，謂義理之理，美、刺、箴、誨之類是也。二曰 

外意，欲盡其象。象，謂物象之象，日月、山河、蟲魚、草木之類是也。 

內外含蓄，方入詩格。10  

                                                 
5劉勰：《文心雕龍》第二冊(臺北：商務印書館，1967 年)，頁 19 

6袁行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北京：新華書局，1987 年)，頁 59 

7張少康：《中國古代文學創作論》(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91 年)，頁 73 

8賀天忠：＜意象說：中國古代第一個系統的詩學理論＞，《襄樊學院學報》2002 年 21 卷第 6 期

頁 42 

9皎然：《詩式．用事》，見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2 年)，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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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的內意指的是內在情意，外意則指外在的物象，詩歌創作是將內外意發揮出

來，也就是闡明詩歌的內在情意與外在物象、發揮詩歌意象。王昌齡《詩格》言： 

 

詩有三格：一曰生思，久用精思，未契意象，力疾智竭，放安神思，心偶

照鏡，率然而生。二曰感思。尋味前言，吟諷古制，感而生思。三曰取思，

搜求於象，心入於鏡，神會於物，因心而得。11  

 

王昌齡認為「意象」是詩歌靈感泉源，意象未能與心思相通，令人心力枯索。若

能靜定心思，取思時觀照物象，潛心入其境，與物象神會之際心意便能藉此展現，

意象便烘托而出。 

    明清時期對詩歌意象討論更盛行，理論更趨成熟，李東陽在《麓堂詩話》評

溫庭筠〈商山早行〉一詩時說： 

 

「雞聲卯店月，人跡板橋霜。」人但知其能道羇愁野況於言意之表，不知 

二句中不用一二閒字，止提掇出緊關物色字樣，而音韻鏗鏘，意象具足， 

始為難得。若強排硬疊，不論其字面之清濁，音韻之諧舛，而云我能寫景 

用事，豈可哉？12  

 

又言： 

 

「樂意相關禽對語，生香不斷樹交花」論者以為至妙。予不能辯，但恨其 

意象太著耳。13  

 

李東陽認為溫庭筠的詩作中只將物象作視覺聽覺的描繪，卻深刻地牽引出主體羈

旅哀愁的意念，詩歌的意趣與情味通過物象表達出來，故呈現意象交融之境。而

詩歌也不當意象太露，否則意味漸失。王廷相《王氏家藏書．藝藪談宗．與郭價

夫學士論詩書》也說： 

 

夫詩貴意象透瑩，不喜事實粘著。古謂水中之月，鏡中之影可以目睹，難 

以實求也。……言徵實則寡餘味也，情直致而難動物也，故示以意象，使 

                                                                                                                                            
10白居易：《金針詩格》，見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2 年)，頁 351 

11王昌齡：《詩格》，見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2 年)，頁 173 

12李東陽：《懷麓堂詩話》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421，詩文評類，(臺北，商務印書館，1983

年)，頁 439 

13李東陽：《懷麓堂詩話》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421，詩文評類，(臺北市，商務印書館，1983

年)，頁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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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思而咀之，感而契之，邈哉深矣，此詩之大致也。14  

 

詩歌中的意象以透瑩為貴，若以粘著與事實的方式則易餘味不足、難以感動人

心。只有以意象創造詩歌能使人深思、感動中契合心念、幽微深遠之意呈顯，也

才能成為一首好詩。何景明〈與李空同論詩書〉則言意象理當彼此應合： 

 

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離。是故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矣。15  

 

意象是主觀的意與客觀的象的結合，故相契之際交融為一；相背之際動搖離分。 

有「象」而無「意」，「象」就只是詩歌的空殼，有「意」而無「象」則喪失藝術

的形象之美。意象應合如同乾坤交會，天地萬物化生一般和諧，並體現詩歌意象

交融的審美境界。 

葉燮《原詩》則進一步提出意象須透過生動的描述，才能傳達幽微的情感，

並透過杜甫的「碧瓦初寒外」詩句闡發意象過程： 

 

可言之理，人人能言之，又安詩人之言之？可徵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 

詩人之述之？必有不可言之理，不可述之事，遇之於默會意象之表，而理 

與事無不燦然於前者也。……然設身而處當時之境會，意中之言，而口不

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不可解，劃然示我以默會想像之表，竟若有內有

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實相發之；有中間，有邊際，虛實相成，有

無互立，取之當前而自得，其理昭然，其事的然也。16  

 

詩人透過詩歌「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具體意象，傳達「不可言之理」、「不可述之

事」，臻於詩歌極致之處。而在杜甫「碧瓦初寒外」詩句中見「意象」之「呈於

象、感於目、會於心」過程，也令人更肯切地明白詩歌意象的重要性。
17
  

因此，「意象是融入了主觀情意的客觀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觀物象表現出來

的主觀情意。」18意象囊括客觀意象與主觀情意的在內的藝術形象，具精神內容

和物質形式的統一。又「中國詩歌藝術的發展，從一個側面來看就是自然景物不

斷意象化的過程。」19自然景物不斷意象化，意象的蘊涵濃厚、情感蘊積深刻，

                                                 
14見王廷相：《王氏家藏書》(臺北：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 年 5 月版)，卷二十八，頁 1213  

15何景明：《何大復先生全集．與李空同論詩書》卷三十二，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別集類

集部 206，(臺北市，商務印書館，1983 年)，頁 290 

16霍松林校注葉燮《原詩》(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年)，頁 30 

17張中成：〈古典詩歌意象類型的目的性角度分析〉，《鹽城師範學院學報》2005 年 5 月第 25 卷第

2 期，頁 44 

18袁行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北京大學出版社，1996 年 6 月第 1 版)，頁 53 

19袁行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北京大學出版社，1996 年 6 月第 1 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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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豐富中國詩歌意涵，此亦為意象思維所致，故可知意象在中國詩歌藝術發展中

的重要地位。若欲瞭解詩歌深刻的情意，就必須在意象中探求其深意。而意象在

中國詩歌中既然扮演著靈魂的角色，故空洞地言說抽象的情感，是無法成為好的

文學藝術的，朱光潛說： 

 
在文學的藝術中，情感須經過意象化和文辭化，才算得到表現20  

 

所謂「意象化」和「文辭化」指的是情感融會於一種完整的具體意象，藉此意象

得表現，然後用語言把它記載下來，這種轉化過程中，事實上包含著情感的藝術

表現方式而有美的成分在裏頭。21 故胡應麟在《詩藪》中言：「古詩之妙，專求

意象。」22葉嘉瑩也說： 

 

詩歌原為美文，美文乃是訴之於人之感性，而非訴之於人之智性的。所 

以能予人一種真切可感的意象，乃是成為一首好詩的基本要素。23 
 
詩人的意念透過生動感人的意象傳達，詩歌之美於是乎呈現。詩歌的意象是整首

詩靈動感人的符號媒介，並賦予詩歌充沛的生命力。 

而詩歌的意象如何表現，滕守堯強調說： 

 

真正的藝術語言，一方面要有語調語氣方面的起伏變化，有押韻､有氣勢､ 

有節奏；另一方面還要用明喻､暗喻等去喚起一種意象。這種「意象」同 

內在情感有著相同的動態結構，因而能生動地傳達出內在感情發展過程。
24
  

明喻、暗喻等手法喚起意象，運用不同手法喚起的意象，展現出的意象連結著情

感的波動，更能生動地傳達深刻的內在情意。李澤厚則認為意象形式美的表現手

法能詩歌渲染內在情感：  

 

表情是抒情詩的首要因素，意象､圖畫描繪必須被統帥和被支配於它，是 

它的一種折光和反射。所謂一切景語皆情語也。因為是表現藝術，所以比 

例､節奏等形式美的規律在抒情詩中仍起著作用。如意象的節奏式重疊出 

現（內在的形式美），語音的節奏美（外在的形式美），對情感的表現與 

                                                 
20朱光潛：《朱光潛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 年 6 月第一版），第四卷頁 270 

21賴玉樹：《晚唐五代詠史美學呈現》（臺北：紅螞蟻圖書，秀威資訊科技，2005 年），頁 119 

22胡應麟：《詩藪》(臺北：廣文書局，1973 年)，頁 26 

23葉嘉瑩：《迦陵談詩》(臺北：三民書局，1970 年)，頁 243 

24滕守堯：《審美心理描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年 3 月一版），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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渲染，都有重要的意義。25  

 

詩人主觀心境之感受是抽象的，無法直接表現於文字，必須通過意象的塑造，將

之具體化，此具體化意象以語言出之，為讀者所接受，進而認知它的美，當詩人

與讀者情感相應達到契合的境地，這整個審美活動於焉完成。 26  

    在歷代詩人對意象的闡發中可知，意象是詩歌創作的靈魂角色之一，就一句

詩而言就可能有兩個以上的意象出現；再就一首詩而言，則可能是幾個獨立的意

象組合而成。意象群間的組合模式使詩歌具更豐富的變化與表現，詩人深蘊的思

維與情志川流其中，並勾勒出深層的詩歌內涵，造成動人心弦的藝術效果。詩人

有意識地運用不同的意象組合方式，企圖表現詩歌的意義與氣度，並指引出一條

詩人情志定向。故意象組合使用得宜或獨出之際，將使詩歌立意突顯、出奇，亦

可營造更震撼的藝術效果。 

 

二、意象組合方式 

    意象以表現說的核心範疇——「表現」為出發點的，側重於從創作主體的抒

情言志表意的角度，在作品與藝術家的關係中建立起理論構架和理論結構的。故

在意象組合的手法上，按照美學方法有機組合，使其產生聯想、對比、遞進等作

用，透過意象組合後，詩歌成有機體，其畫面鮮明活躍，詩人的情感與心理更易

呈現、感人。由於意象在詩中是眾多相交融合的思想，並因其組合的不同產生不

同的意象面貌。因此，為達最大價值目的，意象組合相形之下顯得十分重要，意

象組合在詩人的巧思下也頗為多樣化，主要的方式有：疊加式、並列式、對比式、

遞進式、輻輳式意象。 
 

(一)、疊加式意象 
 

疊加式意象是清花木詩歌令人印象深刻的手法，疊加式意象在原有的意象

上，疊加上另一意象，形成一種嶄新的意象。這是詩人在相似聯想上的基礎上，

把意象經過大膽、改造、復合後形成的。27 意象的疊加頗具有作品的表現力，在

意象疊加後詩中的意象改變而更鮮明，甚至使意象形成空白或間隙空間，給讀者

充分的想像境地，由於沒有虛詞連接、沒有明確表示時空關係、從屬關係、沒有

判斷和敘述，沒有常規的語法，因而能給讀者一種朦朧、模糊的美感。28 疊加式

                                                 
25李澤厚：《美學論集》（臺北：三民書局，1996 年 9 月），頁 438 

26賴玉樹：《晚唐五代詠史美學呈現》（臺北：紅螞蟻圖書，秀威資訊科技，2005 年），頁 120 

27參見孫光萱、古遠清：《詩歌修辭學》(臺北：五南圖書出版社公司，1997 年 6 月初版)，頁 131   

28羊玉祥：〈意象—意境—詩歌藝術魅力所在〉，《川北教育學院學報》2000 年 5 月 10 卷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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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的特徵是把兩個不同時空的意象巧妙相互疊加，豐富的意涵包孕在兩個互相

映照交織的意象間。 
一般而言，比喻和象徵是疊加式意象的最簡單形態，因為比喻是以甲喻乙，

象徵是以甲象徵乙，表現在意象組合上，就是甲和乙這兩個意象的疊加。29 如杜

甫〈春日憶李白〉：「渭北春天樹，江東日暮雲。」將「渭北」、「春天樹」、「江東」、

「日暮雲」四個意象疊加後會產生不少藝術效果，如即目見景，念友之情油然而

聲，又互文對舉，由「渭北春天樹」想見「江東日暮雲」，引發念友之情等，30疊

加式的意象組合達成的藝術效果，使詩歌更貼近生命。 

清花木詩諸多使用疊加的方式，疊加式的組合意象呈現深具強烈鮮明的花木

形象，如曹炯〈楊白花〉以常見的雪花的意象疊加於楊花之上： 

 

    楊白花，春暮白如雪。飄蕩逐東風，誰家怨別離別。飛入深宮不見人，子

規夜夜空嗁血。31  

 

楊白花因花色潔白，疊加在雪的意象上頗為貼切，造成視覺上的同化效果。再突

顯對離人遠去之悲，抒發對離人的同情。虞黃昊〈楊柳枝辭〉也是如此： 

 

    楊花如雪撲征衣，馬上征夫苦憶歸。曾向曲中回首望，而今真在路旁飛。
32 

此詩的疊加意象與曹炯〈楊白花〉有異曲同工之妙，同表現出詩人對飄泊者的憐

惜態度。唯撲征衣的動作更活化詩歌深意，征夫為之思歸，也藉由今昔之別寫生

命的變化。姚素榆〈落葉〉其三也說： 

 

    綠減黃稀造化工，終年身世等飄蓬。霜凝衰草連天白，風撼寒林匝地紅。
33  

落葉飄飛與飛蓬的多舛命運相同，故意象交疊而悽涼。周瓚〈柳絮曲〉則將小妾、

郎君意象分別與露珠、柳絮疊加，詩云：  

 

    點點覺春深，飛飛恨不禁。露霑疑妾淚，風散比郎心。34  

                                                                                                                                            
頁 2 

29孫光萱、古清遠：《詩歌修辭學》(臺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 年 6 月初版)，頁 133   

30羊玉祥：〈意象—意境—詩歌藝術魅力所在〉，《川北教育學院學報》2000 年 5 月 10 卷第 2 期，

頁 3 

31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三十四，頁 451 

32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三十五，頁 473 

33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九十二，頁 3270 

34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五十二，頁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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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來飄飛的柳絮銜恨帶愁，柳絮上的露珠猶如小妾之淚，風來飄飛的柳絮又如郎

君狠絕之心，疊加入小妾與郎君意象後的露珠與柳絮，栩栩地展現人生的生命面

貌。鄭金鑾的〈梨花限韻〉也採用疊加意象寫梨花之美： 
 

    三月園林草徑荒，一枝晴雪簇東牆。冰姿差後寒花發，縞素渾如貧女妝。
35  

詩中先用「晴雪」意象寫梨花潔白之貌，再疊加上「貧女妝」之意象，梨花、晴

雪、貧女妝的意象相互疊加映照，梨花皎潔的樣貌更加明晰。翁氏〈綠牡丹〉則

疊加芭蕉意象： 
 
    一枝嬌豔殿春開，疑是芭蕉分影來。雲鬢漫勞秦女挽，宮紗須趁曲江裁。
36  
綠牡丹與芭蕉同為翠綠之色，故詩人疊加其意象，具幾分逗趣情味。而枝葉繁多

簇擁又如雲鬢之美，雙重的疊加效果更烘托出綠牡丹雍容之姿。張之洞〈蜀葵花

歌〉也在芙蓉、枲麻間疊加蜀葵花意象： 
 

田間野客愛蜀葵，謂是易生兼耐久。娟若芙蓉鬥秋霜，直如枲麻出蓬莠。 
37  

詩人眼中的蜀葵花娟秀如芙蓉般，故先疊加上芙蓉意象，再言其直挺如枲麻。故

詩中的蜀葵花形貌是疊加上芙蓉之美及枲麻直挺之姿。 

另外，詩歌常疊加美人、高士等人文意象入詩，詩歌樣貌更具迷人風采，孔

繼涵〈從侄柞索蘭〉其一即言： 
 

   幽蘭似佳人，不以色自炫。忽漫度微風，芳香襲庭院。
38
  

 

幽蘭本為君子的象徵花木，詩人疊加佳人意象寫君子謙沖雍容的氣度。李長霞〈擬

青青河畔草〉云： 

 

    灼灼桃李花，天天當風枝。皎皎彼姝女，媞媞好容儀。39  

 

桃李花之美如姝女容顏動人，意象疊加後人與花同嬌美的意象，交疊映入腦海中。 

                                                 
35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八十五，頁 3068   

36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九十九，頁 3365  

37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六十二，頁 2607 

38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九十四，頁 1443 

39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八十九，頁 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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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氏〈雨中看芙蓉作〉更層層疊加美人意象： 

 

    有淚卻同湘女恨，無言豈作息媯嗔。遙思洛水淩波襪，想見華清出浴人。
40  

芙蓉花貌美，雨中帶淚如同湘君之惆悵，無言時又如息媯嬌嗔的模樣動人。出水

芙蓉如洛神凌波般美，也具華清池出浴的貴妃柔膚凝脂之貌。前二句詩歌的意象

相對，然意象又疊加上湘君、息媯之貌，後二句再疊加上洛神、楊貴妃傾國傾城

之容顏映照，詩歌的意象豐富動人。孔繼涵〈瓶鞠〉疊加高人、好女兩種意象寫

瓶鞠的形神之美：  
 
    一花如高人，俯仰謝冠蓋。一花如好女，豐神流衣帶。41  

 
瓶中菊花疊加上隱居的高人意象、具風姿的美女意象，展現出不同的風韻，傳神

生動而迷人。俞玫〈落葉〉其三將落葉意象與騎兵疊加：  
 
    雜遝渾疑萬騎催，夜寒齊卷朔風來。黃榆影落長城暗，紫塞聲和畫角哀。 
42  

落葉飄飛的壯闊聲勢如千萬騎兵，並狂捲朔風齊來。騎兵的意象疊加至落葉，氣

勢充沛而壯盛。 

 
(二)、並列式組合 
 

並列式組合是將兩個或兩個以上的意象羅列出來，以並列的方式組合，意象

之間沒有空間、時間、因果等關係，彼此是並置、互補的，並以詩人統一的情感

基調為聯繫，組織成一個完整的結構，因此意象喚起的是串起諸多意象的情緒基

調，中國古典詩詞中普遍採用這種意象組合方式。如孟浩然〈宿建德江〉這首詩：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詩中以「舟」、「煙渚」、

「日暮」、「客」（人）、「野」、「天」、「樹」、「江」、「月」等意象，表達在江清月

明之夜，羈旅他鄉之客於江中移舟停泊沙洲的愁緒。這些意象在詩中地位平等

的，是一種平行、並列的關係。又如馬致遠〈天淨沙．秋思〉以「斷腸人在天涯」

的漂泊情感，使得「枯藤老樹昏鴉、小橋流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九個意象有

機並列，濃化不開的思鄉情意，盡在九種意象中流動，無盡的情思綿長動人。 
並列式組合中的意象互相補充聯繫，進而豐富視覺形象上的審美效果，成為並列

式意象組合的美學依據，詩歌內涵節奏因而更簡潔緊湊、含蓄凝練。 

                                                 
40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八十四，頁 3037  

41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九十四，頁 1443 

42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九十一，頁 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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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列式組合意象在清代花木詩歌中唾手可得，以描繪詠柳詩歌而言，張因〈衰

柳〉即云： 
 
    黃眉慘澹愁逢雨，青眼飄零泣向風。賸得寒蟬鳴古岸，更無殘月照離宮。
43  

詩中先寫柳葉轉黃、柳絮飄飛，再將「寒蟬」、「古岸」「殘月」、「離宮」並列，

寫視野中唯留古岸中的寒蟬空鳴、帝王的行宮黯淡無光，荒涼悲悽的意象流竄詩

中。達瑛〈新柳〉則表達傷別之情： 

 

    東風青旆亭中酒，小雨紅闌橋外人。無限銷魂看不得，鵞兒黃樣可憐春。
44  

雖然新柳「鵝兒黃樣」之姿可愛令人賞愛，然相離之人卻見之銷魂，故羅列相別

情景中相關的諸多意象——「東風」、「青旆」、「亭中酒」、「小雨」、「紅闌」、「橋

外人」，呈現傷別之情。吳文炳〈秋柳〉也說： 

 

    長短亭前萬柳斜，不堪攀折寄天涯。悲涼關塞蕭蕭馬，冷落江村點點鴉。
45  

詩人不堪攀折長短亭前的柳樹送給遠行之人，相思之情乍現。詩中接著運用「關

塞」、「馬」、「江村」、「鴉」等悽涼意象並列，將詩人心中的悲悽之情烘托出來。 

張芬〈白楊花和碧雲王妹作〉中的意象也呈現人們的離情： 
 
    柳絮飛來風片斜，牽人魂夢散梨花。淡煙明月迷隋苑，玉燕珠簾憶謝家。 
46  

柳絮飄飛的意象如梨花，詩歌的意象疊加呈現，詩人的心魂隨之飄散。而「淡煙」、

「明月」、「隋苑」、「玉燕」、「珠簾」、「謝家」所並列的意象呈現物是人非之感。 

王鈞〈春柳〉中的離別意象令人斷腸：  

 

    含煙搖曳水西頭，青眼才開慣惹愁。別恨絲絲消不得，斷腸人倚夕陽樓。
47 

「煙」、「水西頭」、「青眼」、「斷腸人」、「夕陽樓」等意象並列呈現，悽苦之情流

露詩中：含煙之時於水邊相送，又見柳樹青眼方開卻須別離，詩人柔腸寸斷、倚

樓含恨。蔣春霖〈冬柳〉：  

                                                 
43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八十五，頁 3065  

44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九十七，頁 3328 

45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十六，頁 1825   

46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八十五，頁 3063 

47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五十八，頁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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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門風勁冷悲笳，臨水隄空盡白沙。淡日荒村猶繫馬，凍雲小苑欲棲鴉。
48  

詩人在刻畫思鄉之情時將「營門」、「勁風」、「悲笳」、「水」、「空隄」、「白沙」、「荒

村」、「繫馬」、「凍雲」、「小苑」、「棲鴉」並列，營造出塞外之景雨荒村中的景象

的差異，並突顯思鄉之情：勁風中悲笳聲聲凝結思鄉之情，空隄荒村中繫馬猶在，

棲鴉欲駐足停留，人卻遠在天際！詩歌中並列的意象，勾勒洶湧澎湃的心緒。恩

霖〈驛柳〉亦云：  

 

    毿毿垂柳繞長隄，古驛荒寒鴉亂嗁。暮雨乍收官渡口，夕陽都在板橋西。 
49 

「垂柳」、「長隄」、「古驛」、「鴉」、「暮雨」、「渡口」、「夕陽」、「板橋」等意象營

造出的思鄉意象與蔣春霖〈冬柳〉一詩相似，故傳達的情感也雷同。朱黼〈蜀中

秋柳和李滄雲學使〉言： 
 

    蕭蕭聽落葉，嫋嫋望遙汀。暮景猶長路，秋風只故亭。已衰眉未白，相見 

眼終青。鐵索江橋畔，攀條濁酒停。50  

 
由於詩中刻畫的意象常於送別詩歌中出現，故「落葉」、「遙汀」、「長路」、「秋風」、

「故亭」、「衰眉」、「鐵索」、「江橋」、「濁酒」等意象並列的效果，泉湧出詩人心

坎內在深層的相思之情。董紹蘭〈秋柳〉：  

     

風裏枝條弱，秋來雨露勻。可憐曾折處，應有未歸人。鶯語久岑寂，蟬聲 

自苦辛。誰家羌笛裏，猶怨玉關春。
51
  

 

由並列的「風」、「枝條」、「雨露」、「曾折處」、「未歸人」、「鶯語」、「蟬聲」、「羌

笛」意象，可想見的是遠行之人未歸，家鄉中等待之人藉由笛聲傳達相之情，情

感隨之傾洩而出。 

    清代的詠柳詩歌的並列式組合意象著重於寫相思離別之情，詠草詩歌亦相

類，如楊季鸞〈題綠波春草圖送朱濂甫並寄令弟溶庵〉言： 

 

南浦江郎賦，西堂謝客詩。淥波愁送別，春草夢相思。52 

                                                 
48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五十八，頁 2547   

49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四十五，頁 2336 

50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九十二，頁 1407 

51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六十九，頁 2720 

52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四十，頁 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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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中以「南浦」、「西堂」兩地並列，離別意象突顯，詩人的相思之情濃厚地流露

出來。弘瞻〈春草〉亦言： 

 
乍隨柳色青連岸，斜逐溪流綠到門。漫向陌頭尋往事，依然南浦悵王孫。

53  

「柳色」、「岸」、「溪流」、「門」、「陌頭」、「南浦」並列，將詠草詩與詠柳詩中相

似的相思離別意象連結，並將送別相關的處所——「岸」、「溪流」、「門」、「陌頭」、

「南浦」呈現。而「王孫」是詩歌中的關鍵人物，故亦羅列詩中，突顯思念的對

象是人生的摯友、知己。戴廷栻〈擬古詩．青青河畔草〉也以相同的手法並列「草」

與「柳」意象： 

 

    青青河畔草，離離路旁柳。悠悠送行人，泛泛舉杯酒。54  

 

「草」與「柳」的並列式組合意象，仍是鮮明地呈現離別情景。商采〈落花〉其

二也以並列式意象呈現相思離別之情： 

 

      草滿長堤成遠望，山圍故國剩相思。清尊短拍年年事，腸斷深閨祇自知。 
55 

「草」、「長堤」、「山」、「故國」、「清尊」、「深閨」的並列式意象將詩人對故國、

家鄉的思念之情烘托出來，斷腸的愁苦可窺見一二。楊文照〈梅花〉亦云： 

   

碧雲仙館三更夢，紅樹春山一卷詩。果是還家無限好，幾年留滯在天涯。
56
  

「碧雲」、「仙館」是夢中之象；「紅樹」、「春山」、「一卷詩」是詩人當下的情景

意象，詩人藉六個並列式的意象寫夢中、眼前的一切畢竟是非心之所繫，唯有家

鄉方是詩人日夜繫念之處。景象並列之際，詩人的心念鮮明地呈現。陳廷敬〈梅

花用坡公次李公擇韻〉也說思鄉之情：  
 
    頗愛幽窗梅，著花破嚴凍。天公憐寂寞，物能競喧閧。飛霜點衣裘，風埃 

暗騶從。……別後綺窗前，何人鐙火共。枝間掛桐花，池上蹲老鳳。遙憶 

黃葉山，誰掃青螺洞。待我花下歸，白酒釀百甕。57  

                                                 
53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六，頁 40 

54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三十九，頁 544 

55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八十五，頁 3077 

56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四十四，頁 2323   

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二十八，頁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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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寒梅著花破嚴冬時，「飛霜」、「衣裘」、「風埃」、「騶」並列明言天寒地動。又

以「綺窗」、「鐙火」、「枝幹」、「桐花」、「池上」、「老鳳」、「黃葉山」、「青螺洞」、

等思鄉情緒中的意象羅列，待歸之心可見。詩末將「花」、「白酒」並列，雖是想

像的意象，但詩人歡欣欲歸之情卻表露無遺。孫麟〈落梅〉： 
 
    誰家一笛怨東風，春遠孤山鶴唳空。殘雪蹇驢人去後，小橋流水月明中。
58  

「笛」、「東風」、「孤山」、「鳴鶴」、「殘雪」、「蹇驢」、「小橋」、「流水」、「明月」

等並列式意象，亦將思鄉情緒中的意象羅列，心緒如同陳廷敬〈梅花用坡公次李

公擇韻〉一般，也表達思鄉之情。許靜〈題朱梓皋湘江紅葉圖〉：  
 
    家山遙隔大江流，岸荻汀楓慰客愁。遊子還鄉爭一問，扁舟滿載洞庭秋。
59  

詩中以「岸荻」、「汀楓」並列出秋天的荻、楓意象，以「江流」之隔寫家鄉之遙；

以「扁舟」寫浪跡天涯憑藉的工具，處處見得遊子旅居之情、羈旅之境。周紹昌

〈和鄭齋同年落葉詩〉其二言： 
 
    班馬蕭蕭聲始爾，征鴻渺渺目愁余。瑤階鶗鴂鳴何急，可似長楊奏賦初。
60  

「班馬」、「征鴻」、「鶗鴂」並列，三意象在在指向詩人的思鄉之情，眼見此景，

深深觸動心中不可承受之鄉思。馮桂芬〈落木〉一詩也在思鄉情緒中鋪排意象： 
 
    落木竟無邊，蕭蕭客館前。壯心悲落日，鄉思逼殘年。

61
  

 

詩歌中將「落木」、「客館」、「落日」等意象並列，襲來的是孤寂落寞之感，詩人

的鄉思之情流動詩歌中。顯清〈黃葉〉言秋風橫掃樹，葉使翠葉轉黃： 
 
    一徑淡煙山寺外，數峰蒼靄夕陽中。始知世態隨時變，看到秋林豈昔同。
62  

眼前「—徑」、「淡煙」、「山寺」、「數峰」、「蒼靄」、「夕陽」並列，烘托出秋天斜

暉斜織的意象，並牽引出詩人的生命體悟：幻化的生命無時無刻不變動，也許人

                                                 
58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五十二，頁 2450 

59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六十五，頁 2679   

60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八十二，頁 2939  

61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四十三，頁 2296 

62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九十八，頁 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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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多所困惑，然而人的視野不當自我侷限，才能另一番境界。徐子苓〈畫松歌

送吳引之還巢湖〉先寫畫松的攫拿之姿，再言朋友終具豁達之情，且並列諸多意

象，詩言：  
 
    扁舟襆被意態雄，歸帆笑指巢湖東。便好相從理釣篷，四頂山前楓葉紅。
63  

「扁舟」、「補被」並列言環境窮苦，詩人卻意態昂揚，「歸帆」、「巢湖」並列指

向所歸之處為隱者所居之所，「釣篷」、「山」、「楓葉」則為詩人未來的生命相伴

的景象，詩人不凡的生命氣度與趨向，在諸多並列的意象中瀟灑地流動出來。  

     

(三)、對比式意象組合 
 

意象組合中有一種意象對比的組合，意象間在語義、感情上是相反、矛盾或

互為映襯的，因而構成藝術上強烈對立效果的意象組合方式。意象之間的對立衝

突，引逗出深層意涵上的撞擊，詩人的旨趣突顯，情感張力十足。如高適〈燕歌

行〉：「戰士軍前半生死，美人帳下猶歌舞。」一為為國拚命的勇士生活，一為醉

生夢死的享受，藉由對比意象深化主題，令人深思。又如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

懷五百字〉：「朱門酒肉臭，路有凍死骨。」富貴人家的生活奢侈委靡，貧賤之人

生命卻如草芥般，藉由深刻地對比，人們情感在相互衝撞下產生情感上的憐憫之

心。 
戴亨〈黃葉歌〉即藉黃葉飄飛意象寫懷鄉與飄泊無依之情： 

 

脫離根株隨所遭，黃葉欲下風欲高。旋看墜地旋青霄。風葉相激聲蕭騷。 

      此時孤客正寂寥，四海無著東西飄，懷鄉倍覺關山遙。
64
  

 
黃葉欲飄落，勁風反使之高飛四散，黃葉時而墜地時而直上青霄，命運多舛的黃

葉與孤客生命相同。「黃葉欲下」、「風欲高」與黃葉或「墜地」、或扶搖上「青霄」

中兩組各自相對的意象，相較出黃葉不得掌握其生命的悲哀。周紹昌〈和鄭齋同

年落葉詩〉其一寫古木枝幹已交枝千萬年，而九曲池中的舞榭荒涼： 

 

    高柯交戛萬年枝，無榭荒涼九曲池。滿地月痕人去後，一天秋色雁來時。
65  

「滿地月痕人去後」與「一天秋色雁來時」意象相對，人歸去後月色滿地，雁來

時卻帶來滿天秋色，一去一來之間景象隨之變化。袁梓貴〈江梅〉： 

                                                 
63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三十七，頁 2198 

64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六十一，頁 914 

65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八十二，頁 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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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澤國荒城暮，歲寒誰問津。滄江滿風雪，猶自一枝春。66  

 
滿是風雪的蒼江與獨立迎春的江梅，形成數大的壯美與一枝獨秀的秀美對比，意

象鮮明強烈，其形貌也躍動生動。黎簡的〈眾香亭餞梅歌〉： 

   
鳥嗁夢斷人間世，月地雲階天上春。迢遙明月別千里，送遠登山又臨水。

67  

「鳥啼」、「夢斷」、「人間世」三意象可各自獨立形成個別意象展現人間生活，「月

地」、「雲階」、「天上春」也獨立展現天上之春的美妙。再者「鳥啼夢斷人間世」

一句對比「月地雲階天上春」，詩句以人間與天上的意象相對，突顯出凡塵不如

天上仙境，人們無法超脫之際又落入俗世的悲哀中。王昶〈驛旁梅花〉透過對比

意象寫梅花的脫俗： 

 

仙衣零落枳籬間，丰格依然出塵表。肯依池館鬥穠花，自向溪泉甘窈窕。
68  

落入人間的梅花，高格脫穎出塵世；不肯附眾鬥豔、自甘隱居的氣度更高昂。詩

中兩兩相對的意象，烘托出梅花出塵且甘於平淡之生命之姿。書諴〈題損翁壁間

幻翁蘭竹〉： 
 

生平不佩紫羅囊，芝蘭玉樹非所望。但乞煙梢萬丈長。著我與翁飲其傍。 

歡呼大笑樂未央。69  

 

「佩紫羅囊」與「芝蘭玉樹」意象並列，為精美優秀之物，即為卓越之姿的展現。

然「乞煙梢萬丈長」則是隱者的行徑，前後兩種意象相對，且詩人「歡呼大笑樂

未央」，其欲歸隱之心鮮明。殷再巡的〈牆上草〉言： 
 
    纖纖牆上草，日出猶青青。須臾朝露乾，憔悴不欲生。卻顧東牆下，向 

     日何其榮。70  

 
日出時的青草欣欣向榮，須臾間形容枯萎，一二句意象與三四句對比，而五六句

中東牆邊的青草卻仍茂盛翠綠，又是一層的對比效果。相形之下，東牆邊之草生

                                                 
66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四十五，頁 2339   

67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七，頁 1666  

68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八十三，頁 1266  

69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十，頁 81  

70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六十四，頁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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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力堅韌且託根得所。錢淑生〈階下梧桐忽然半枯感而有作〉藉梧桐意象刻畫生

命邁向終點的無奈詩云： 
 
    無復階前蔭，惟堪爨下薪。南華齊物我，相對獨傷神。71  

 
百尺高的梧桐終究無法庇蔭人們，唯有成為爨下薪火點燃生命最後的光芒。庇蔭

眾人的生命是生存時的功用，無所用之時生命亦將隨之消逝。有用無用之別竟是

如此的區別，鮮明的意象令人反思。王士禛〈秋柳〉寫光陰逝去、今非昔比：  
 
    秋來何處最銷魂，殘照西風白下門。他日差池春燕影，祇今憔悴晚煙痕。
72  

曾經鶯燕穿梭的柳條，如今在煙霧中更形憔悴枯槁，詩中以今昔對比的意象烘托

出時光流逝中的一切變化。張士元〈種蘭〉也藉對比的意象，寫蘭花今昔的變化： 
 

草盛占雨露，蘭孤無容光。……移蘭種堂下，莖葉日以長。73  

 
未受照料前的蘭花黯淡無光彩，詩人悉心關照下則容光煥發，相對比的意象將今

昔間的變化烘托出來。楊瑞〈惜桃花〉言： 

 

    明霞攢簇疑無路，胭脂小片沾人衣。風風雨雨勢太惡，昨日花開今日落。
74  

詩歌中以數大叢聚的「明霞攢簇」對比「胭脂小片」的嬌小秀美，再以「昨日花

開」、「今日落」，將桃花開落的意象對比，兩種不同意象的對比將桃花不同的姿

態細膩刻畫出來。佟世思〈新柳行〉也寫思婦的悲哀：  

 

    高樓南望已沾巾，妾夢還傷塞北春。去年此日相思樹，今日今年腸斷人。
75  

新柳萌發之時，遠行之人已相距萬里，去年的相思之情，今年已化為斷腸的愁苦。

詩中藉去年的相思樹與今年的腸斷人，訴說心中剪不斷理還亂的相思，相思樹予

人的是甜蜜的思念與期待之情，而腸斷之人惆悵之悲情不堪言喻，生動的對比意

象勾引出期盼的深情，詩歌也更撩撥人們心弦。鄭金鑾〈梨花限韻〉：  
 

                                                 
71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九十一，頁 3241 

72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二十九，頁 375  

73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六，頁 1643 

74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八十四，頁 1280 

75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五十，頁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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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園林草徑荒，一枝晴雪簇東牆。……空庭寂寞無人跡，引得遊蜂陣陣

忙。76  

 
「空庭寂寞無人跡」與「引得遊蜂陣陣忙」相對比，遊蜂知梨花之美穿梭遊走其

中，此地卻人跡罕至。將兩者不同的作為由對比的意象呈現，也予人遐想的空間。 
王嗣暉〈芳草〉藉對比意象寫詩人內心的現實與理想衝突： 
  
    待之美人采，以供騷人藻。誰知時俗人，攜向羣花道。77  

 
「美人」、「騷人」為文人雅士予君子意象，「時俗人」、「群花道」為庸碌的俗人

意象，詩人內心所冀望的結果與現實成對比，內心的掙扎與失落可知。黃文達〈冬

柳〉其一： 
 

江干老樹自成村，無復婆娑舊日痕。碧玉歌殘愁白下，黃金拋盡冷朱門。
78  

「碧玉歌」、「白下」為貧苦人家之意象，「黃金」、「朱門」為富貴人家之意象，

前後相對的意象，銘刻出生命的不同面貌。 

     

(四)、遞進式組合意象 
 

並列式意象組合中，意象之間的地位是平等的，而遞進式的組合意象之間就

有著時空上的先後順序，或在意義、思緒上有層次排列或漸行漸深的關係存在。

以時間先後為序組合意象的詩歌，如王維〈鳥鳴澗〉：「人閑桂花落，夜靜春山空。

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詩中的意象組合以時間先後為線索，引領讀者深入

其境：夜空下的一切靜謐安祥，頓時因月光驚動山鳥劃破春山的寧靜。詩中意象

以順時的遞進流動方式傳達出的生命情境與哲理，予人觀照出不同的生命視界，

時間遞進的脈動活化詩歌的意象與意境。 

另外，以抽象的思維統領貫穿詩人思緒時，意象之間也呈現出內在的邏輯層

次關係。如李白〈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

鄉。」「床」、「月光」、「明月」、「霜」、「故鄉」等物象之間沒有必然關聯，本應

也無所謂遞進組合關係，李白卻以抽象的思維與意識統率意象，意象之間便呈現

出意義上的漸進：潔白如霜的月光，使詩人繫念家鄉，故而輾轉反側不能入眠。

思維的遞進推演，使得一切順理成章、自然而不待言喻。詩中意象之間的轉換，

伴隨思維的流動而接軌，詩意也逐漸明晰。這種遞進組合在於意象本身及意象組

                                                 
76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八十五，頁 3068 

77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九十二，頁 3268  

78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六十，頁 2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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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後所蘊涵的詩意的逐漸遞進、深入，79 雖然這種情況往往不易察覺，卻是遞進

組合的重要脈絡之一，不容忽視。 

清代卓爾堪〈同余鴻客周雪客朱林修蔡芝泉鉉升過龔半千半畝園看花有

感〉，即由時間及心緒的遞進式意象組合創作詩歌：  
   

酒力尚堪消白晝，笛聲切莫傍黃昏。西州曾墮羊曇淚，虎踞關前更斷魂。
80  

白晝時，詩人尚可藉酒力忘卻悲苦之情，黃昏時若笛聲傳來則不勝唏噓。羊曇因

醉酒誤入西州門而痛哭，虎踞關前的更令人斷魂。由白晝至黃昏，由痛哭至斷魂，

層層遞進的心緒轉變，引出詩人內心的愁苦，而虎踞關於南京城外，孝陵為朱元

璋之墓。因而詩人所愁苦的當是難以言說的故國之思。王嵩高〈江研農楊柳枝詞

畫冊〉其二以時間遞進變化寫深閨女子的離情： 

 

    柔條初種不勝鴉，青粉牆邊問阿家。恰悔當初容易別，幾番飛絮又飛花。
81  

由不勝鴉的柔條，轉眼間，幾番飛絮又飛花，時間倏忽而逝的意象，由「柔條」、 

「不勝鴉」至「飛絮」又「飛花」的意象可掌握其痕跡。勞蓉君〈初至唐昌作柳

絮吟呈越中老母〉運用空間遞進寫離情： 
 
    君不見，灞橋之上楊柳枝，蕩搖飛絮含丰姿。可憐三月化萍梗，正是垂楊 

頭白時。臨流相送悄無語，忍使萍花自飛舞。白門倚望空惘然，淚灑千絲 

萬絲雨。82  

 
詩中由「灞橋」起筆，中間以「臨流」寫彼此相送之處所，再以「白門」寫淚灑

之地，空間由遠而近地遞進呈現，層次明晰。黎簡〈眾香亭餞梅歌〉： 

 

    空山無人置古琴，泠風七弦吹玉音。更誰知此靜者妙，而我窈見天之心。 

天心道心並詩心，歸日梅花初照林。……炯然亦自見吾真，吾方喪我能語 

人。83  

   
詩人見天之心、道心並詩心，進而炯然亦自見吾真，詩人的體悟由外在而內遞進

推演，層次景然有序，詩人更深有斬獲。 

                                                 
79參見張中成：〈古典詩歌意象組合方式新論〉，《蘇州大學學報》(2005 年 11 月第 6 期)，頁 57   

80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五十，頁 736 

81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九十一，頁 1389 

82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八十七，頁 3142 

83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七，頁 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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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輻輳式組合意象 
 

輻輳式意象是將眾多的意象由外向內斂聚到一個中心意象上，並突顯強化中

心意象，正像車輪的車輻皆往車軸匯集一般。每首詩都有一個主題，全篇圍繞著

此主題聚集，如漢樂府〈江南〉：「江南可採蓮，蓮葉何田田！魚戲蓮葉間，魚戲

蓮葉東，魚戲蓮葉西，魚戲蓮葉南，魚戲蓮葉北。」全詩以「蓮葉」為中心意象，

遊魚在蓮葉下四面八方地戲水，也都是朝向「蓮葉」為中心意象，凝聚出一種內

斂於中心——「蓮葉」的意象美。 
清永瑆〈望松歌〉以松的雄姿為主軸，對松樹極致地描摹： 
 

    連岡疊巘何嶕嶢，萬松怫鬱翻雲濤。中有一松特矯出，高張華蓋撐秋霄。 

華蓋層層天泬寥，激景太半明纖豪。如開玉女窗，引手攀招搖。又如懸黎 

之履，照灼璿宮朝。絳節不動剛風饕。寶鬘瓔珞交煜爚，離婁目奪珠幢標。 

帝車龍角，方魁曲杓。軒軒孔鬛，翩翩鳳翹。蓬萊海水若不淺，日桑月桂 

枝葉行相轇。問年乃在循蜚疏，仡泰古始，顛秦躓漢，草木兒孫曹。
84  

 
詩中的「華蓋」、「秋霄」、「泬寥」、「玉女窗」、「懸黎之履」……意象皆如車輻向

松樹的雄姿意象此軸心匯聚，整首詩歌所見皆為松樹不凡的生命姿態。瞿鴻禨〈甲

寅三月三日補松招飲樊園新居看碧桃花〉云： 
 

碧桃六樹傾城立，粉白脂朱嬌欲語，笑倚春風醉半酣，然照晴雲豔初吐。
85  

詩中以碧桃花嬌豔動人姿態為主軸，在環以碧桃花似欲與人訴說情意、迎春搖

曳、半醉半酣的嫵媚之姿寫其甜美之姿。徹凡〈題畫蘭〉則切入寫蘭花的君子標

格： 
 
    彼美在空谷，離立含冰霜。地幽作花早，春風生古香。86  

 
詩中以畫蘭不凡的姿態為主軸，輻輳出蘭的耐冰霜、飄出淡雅幽香，畫蘭出塵的

君子姿態畢現。黃幼藻〈恨白芍藥不開〉也言： 
 
    萬種花開鬬曉紅，含羞無語倚東風。素妝不理因誰倦，一段春藏粉黛中。
87  

                                                 
84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六，頁 47 

85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六十五，頁 2644 

86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九十八，頁 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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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花齊放時，白芍藥卻含羞無語。詩中將白芍藥不開歸於花朵本身的嬌羞，詩中

也環著此主軸輻輳而出，白芍藥的嬌羞輾轉浮現，也因之增添一份唯美的想像之

情。顧橫波〈詠醉楊妃菊〉言菊之傲態： 
 
    一枝籬下晚含香，不肯隨時作淡妝。自是太真酣宴罷，半偏雲髻學輕狂。
88  
醉楊妃菊的傲態，在不肯隨俗花卉、酣宴後輕狂不拘的姿態展現，詩中不離菊花

的傲人之貌書寫。蔣佩玉〈籬菊呈家大人〉也寫菊花不凡姿態： 

 

    瘦影安排靜，幽香點綴工。霜華延令色，晚節傲清風。89  

 

詩中對菊花瘦影、幽香、姿色、晚節等描摹，皆是其形神的描繪，所呈現的意涵

也藉此輻輳的組合意象烘托而出。  

 

艾布拉姆斯的表現說理論是建立在作者表現的基礎上，作者表現體現在藝術

形象和審美形象的創造上集中在意象上。意象既是作者表現的內容的具體所指，

也是作者表現的目的和結果，故意象即成為表現說理論的構成要素和組成部分。
90而詩歌上的意象不可勝數，在歷代詩人反覆錘鍊加工中，形成極富意蘊的詩歌

意象，故個別意象營造外，詩歌中諸多的意象組合營造是不可忽略的課題。詩人

以獨具的審美心態創作詩歌時，或營造意象、或在意象群搜羅可用的意象而細膩

安排、巧妙運用。詩人使用的手法各有妙處，所展現的詩歌意象組合各異，也各

自形成獨具的特點，清花木詩歌便是在作者的創作表現中呈現花木的新氣象與新

境界，在並列式、對比式、疊加式、遞進式、輻輳式意象組合方式中，突顯出意

象的組合意義。 
疊加意象是把不同的意象巧妙疊加在一起，新穎出奇而含義豐富的詩歌內

容，即包含在互相呼應映照的意象中，如此詩歌的形貌更加繽紛多彩，抒情言志

的效果更佳，也予讀者更大的想像玩味的空間，領悟詩歌之美，獲得更高層次的

審美情趣。疊加意象後使詩歌展現深刻或多面向內涵，詩人各不相同的情感得到

了表現。尤其疊加式意象的創作手法，使得詩歌更具象化，營造出更清晰鮮明的

影像或情境，表現出創作主體對於對詩歌情境的情感，藉此表現出作為主體而存

在的人性和人文精神的創作觀點。若詩歌單純傳達出花木的形神氣度，則詩人常

                                                                                                                                            
87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八十四，頁 3020 

88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八十四，頁 3006 

89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八十五，頁 3069 

90張利群：〈中國表現說語境中的意象理論〉，《安慶師範學院學報》2005 年 1 月第 24 卷第 1 期，

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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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具體的物象、人物疊加手法，表現花木的特點或殊異處；若詩歌中傳達出離別

之苦，詩人常取用楊花如雪、落葉如飄蓬等意象疊加︰或由視覺疊加其意象，或

由動態感疊加其形象，皆能深刻表達對遊子的憐憫之情。此種表現手法突顯詩人

對世人的關愛之情，也層層交織出豐富的意象。 
並列式的意象組合手法，提供一種想像性的空間。詩人的情意在物象中流

竄，加上詩歌漸次地在詩歌中以文字闡述個人情志，故平淡無奇的並列式意象組

合卻予人不平淡的心緒感受，詩歌的藝術表現便顯得不凡且具迷人風采。 

對比式的意象組合透過映襯的手法鋪展詩歌中的意象，鮮明的意象具戲劇化

而張力十足。詩人不是將意象並列，而是激烈地將創作主體——自己的內心的情

感表現化為迥異的意象對比烘托出來。此類的詩歌多抒發抑鬱、不平、傷感之情

感，詩人在情感受擠壓噴發之際，藉花木詩歌對比式的意象組合手法表現，也藉

此稍稍將詩人自我鬱結的心境，從壓抑的境況中解救出來，也體現詩人將個人情

感、普遍的人類情感加以藝術表現的的美學效果。 

遞進式組合意象手法因詩人鋪展情感時有漸次起伏效果，故和諧有序地將意

象置放詩歌中，在詩歌意象的流動時，詩人的情感也隨之遷移起伏。此種手法表

現詩人情感的流動面向，意象排列也精心規劃，故詩歌情境和諧統一地邁向詩人

設計出的情感趨向。 
輻輳式組合手法的意象群間聯繫環環相扣，詩人截取意象時皆環繞中心主軸

而置放，在此類意象組合手法中，詩歌的主軸在詩人的價值觀照下呈現的面向，

引領著詩歌走向脈絡，而彼此間的意象是緊緊相繫且彼此映照的。 
    以上幾種意象的組合方式，在詩歌創作中往往是互置的，詩人的表現手法常

不只單一面向的呈現。詩歌中的意象組合方式總是伴隨著情感運動而變化著的，

一首詩歌的總體意象結構，往往包含著多種意象組合方式。尤其是長詩中，詩人

為了強化詩的表現力和表情力，往往是將幾種組合方式同時運用，而其中一種組

合方式起主導作用，如此展現詩人的情感則更多元而豐富。如遞進式意象組合產

生金線串珠的藝術效果，而並列式意象組合又如音樂的和聲，產生迂回跌宕的藝

術效果，二者的有機結合，使這首詩既富有抒情的旋律感，又具有情感起伏的和

聲效果。 
從古今中外詩歌的考察看，優秀的詩作都有其或顯或隱，或明或暗的意象審

美構成可尋，正是這種意象的審美結構才將一個個互不相關甚至矛盾對立的意象

組織在一起，從而構成一個富有生命力的有機體。91尤其意象各式組合皆有其特

點與優勢之處，詩人掌握詩歌意涵，熟稔地運用多種意象組合表現情感，傳達給

人們的便是種深刻的共鳴，或是種撼動人心的力量。  

 

                                                 
91董小玉：〈論詩歌意象的審美組合與審美特質〉，《呼蘭師專學報》，2002 年 3 月第 18 卷第 1 期，

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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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花木詩的審美特色 

  比興寄託、形神兼備、情景交融這三者既是古代詠物詩的藝術表現手法，也

是審美創造的終極追求。92花木詠物詩所達成的比興寄託、形神兼備、情景交融

都是高度的美感表現，詩人運用意象並加以鋪排組合，並細膩的規畫以達成出奇

的美感效果。這種美感效果具有高度的感染力，是詩歌難能的審美境界，故欣賞

詩歌，其美感效果自是不能忽略。  
 

一、情景交融 

  一般而言，詩歌中的情與景關係，即是意與象的關係。在詩歌意象中，情與

景是互相依託、互相影響、甚至是彼此融合的，故謝臻言：「作詩本乎情景，孤

不自成，兩不相背。」93物我融合的詩歌創造出情景交融的境界，故頗受詩人青

睞。王夫之亦言：「情、景名為二，而實不可離。神於詩者，妙合無痕。巧者則

有情中景，景中情。」94作者因物或情的觸發而創作詩歌，表現在詠物詩中，常

是寓情于景、借物傳情，景物是作者傳達情意情的媒介，而詩歌達到情景交融的

境界時，其所產生的撼動人心的力量，自是無法蠡測的。 

花木詩的創作達到的情景交融境界，使詩歌中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詩句有

餘意不絕，這是詩歌創作的理想之境。吳朏〈採蓮曲〉寫蓮花之美也寫人情可愛

之處： 

 
    弱柳繫游騘，叢花映嬌面。郎珮紫紋囊，儂從扇底見。 95  

 
詩中女子的美與花的美相映，雖未正面描摹蓮花之美，而花之美已現，採蓮女含

羞帶怯的情貌亦得見。夏同善〈會經堂海棠用坡公定惠院韻寄懷林穎叔京兆王廷

尉定甫丈〉則言朋友深情： 

 
露萼回看紅映窗，風枝卬見高過屋。不嫌簾燭隔霄漢，但恨樓臺少竹肉。 

添酒從招月下魂，宵深清夢猶難足。聞道京兆手親植，新年正及春景 

                                                 
92黨天正：〈古代詠物詩五探〉《寶雞文理學院學報》，第 20 卷第 2 期 2000 年 6 月，

頁 53 
93謝榛：《四溟詩話》，見丁仲祜編訂：《續歷代詩話》(臺北：藝文印書館，1983

年 4 版)，頁 1400 
94王夫之：《姜齋詩話》，見丁仲祜編訂：《清詩話》(臺北：西南書局，1979 年)，頁 9 

95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八十三，頁 2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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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花開安得二公同，傳語西飛寄兩鵠。賞者不栽栽不賞，世間萬事 

總回曲。後來桃李應更多，好愛棠陰勿輕觸。96  

 
公暇之餘見紅豔的海棠花開，心神為之一振。海棠花為好友親植，而好友無法與

之相聚，唯有一己躬逢花開之盛，但以飛鴿傳書寄語傳情，傳達深厚篤實的情誼。

保祿〈清明日同人城南看花各賦七言古詩追和蘇東坡楊孟載兩先生作〉先言清明

時眾人相聚看花，令人憶起蘇東坡與楊孟載兩位賢人，再言諸文人相聚情景：  
 
      桃花李花漫爛開，新紅亂颭玻璃盞。諸公豪邁世絕倫，狂歌雅謔皆天真。 

      浩劫不須問前後，座中俱屬當時人。檻外西山銜落日，諸公有興轉超逸。 

      春水平鋪玳瑁筵，香風爭送珊瑚筆。氣酣詩就聲鏗鏘，花前酹酒呼蘇楊。 

      千古風流有同調，九原一笑神洋洋。97  

 

桃花李花爛漫而開，並迎風搖曳。座中眾人豪邁，狂歌及舉止間皆流露率真之情。 
雖西山夕陽已斜，然詩人詩興昂揚，意氣酣熟之際詩亦伴隨而出，故花前酹酒敬

蘇東坡與楊孟載，同享兩人所達之境界。文人的千古風雅不變，精神氣度亦有靈

犀相同之處，此種動人的神韻令人神往。詩中寫花開的美景，再寫文人追和蘇楊

的率真豪放之情，也寫文人尚賢尚趣之心。朱彝尊〈二月朔查山探梅集六浮閣分

韻得覃字〉言： 
 
    查山一卷石，太湖匯西南。梅花幾百萬，亂插如蓍簪。我來微雨後，盡坼 

      霜苞含。橫披谷錦繡，倒映天蔚藍。……主賓迭相勸，力飲忘身酣。是夕 

陰復晴，淨洗雪曇曇。花光暝逾蒸，四坐聞馣 。牽吟共鬮韻，語笑 

吳越參。……昴參橫醉後，各各猶研覃。回憶平生游，斯集樂且湛。擬留 

信宿居，懶上白竹籃。98  

 

梅花繁多而繽紛，微雨微霜後，含苞待放的花朵也將壯麗上場。滿谷縱橫的梅花

如錦繡般，優雅的花色中倒映天空的蔚藍。前人在此結廬開徑，實因此景令人愛

不能捨。而齊聚於此的眾人相勸飲酒，日夕之際花氣的薰香仍四溢瀰漫。齊聚之

人笑語盈盈，此種歡聚之樂令人眷戀忍離去，詩人意猶未盡地想駐足流連，為的

是把握當下的濃濃情誼。王企堂〈水淀荷花〉云： 

 

    水淀浩無涯，東西連滉瀁。平時水不風，波面平於掌。夏日菡萏開，尤令 

      煩襟爽。吾生惜景光，行樂及時往。載酒挈良朋，中流蕩輕槳。翠蓋與紅 

                                                 
96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五十四，頁 2497 

97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六十九，頁 1031 

98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四十四，頁 621 



 25

      衣，一望渺且廣。人在鏡中游，花從塵外賞。水清見游魚，叢密難下網。 

      一曲采蓮歌，臨風散清響。玩久不知疲，坐看纖月上。99  

 
夏日的荷花滌除人心俗慮，趁此良景詩人載酒呼朋而往，賞景之餘高歌一曲採蓮

謠，心境上的愉悅無法言喻。在倏忽而逝的歡樂的時光中，日已西斜月已東昇，

與良友觀覽月色，又是一種雅興與閒適之事。郝湘娥〈江南採蓮曲〉也說：  
 
    采蓮乳婦小花香，羅袖新裁半臂長。為羨灘頭交頸睡，戲將荷葉罩鴛鴦。
100  

第一首寫蓮香瀰漫，池中的採蓮女著新衣採蓮。採蓮女羨慕鴛鴦成雙成對交頸而

睡，因而俏皮地戲弄鴛鴦。鍾令嘉〈題自繡梅花詩圖〉其二言： 
 
    淚珠成串上殘絨，十指寒香敵朔風。驀地停針魂欲語，梅花如雪照房櫳。
101  

繡圖中梅花飄香，亦可與朔風匹敵。在作者停針有所思慮之時，此際梅花也照亮

屋舍。詩中烘托出詩人心中有所苦，然卻無法訴說之無奈。周之瑛〈採蓮曲〉：  
 

    鏡影淨湖光，人面花枝映。紅衣薄似儂，不耐秋風冷。朝來採蓮處，露葉 

      未曾乾。欲取珠相贈，終憐無定圓。折蓮絲繞手，根蒂還牽藕。回棹漫相 

      驚，鴛鴦此中守。102  

  

採蓮女的紅衫輕薄，如蓮花的紅豔輕盈。朝來蓮葉上的露珠未乾，呈現出鮮明的

綠意。採蓮之際欲取珠贈與愛戀之人，又怕終無緣份而無法圓滿而躊躇。採蓮之

時蓮絲繞手，蓮的根蒂又與蓮藕的相接連，令人心緒上起伏激盪。未料歸程時卻

驚動相守的鴛鴦，令人又是觸景生情。 
    採蓮女心中深厚的情意與諸多情緒在心中迴盪，可見對情感之深厚期盼。詩

中的「絲」與「思」相關，蓮藕又有藕斷絲連之意，採蓮女吐露的情意，字字句

句皆蘊藏採蓮女的深情。  

 

二、比興寄託 

                                                 
99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五十六，頁 828 

100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八十四，頁 3008 

101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八十四，頁 3033 

102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八十八，頁 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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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物詩的比興寄託是它的靈魂，前人有許多論述。元人楊載《詩法家數》認

為：「詠物之詩，要託物以伸意。」103。劉熙載《藝概》亦云：「以言內之事，寫

言外之重旨。……不然，賦物必此物，其為用也幾何！」104古代詩人幾乎無不重

視比興寄託，他們筆下的詠物之作也大都以比興寄託為其追求的極致。詩用比興

手法，託物言個人之情志，意涵深遠而動人。 

    清代的花木詩深刻地運用比興寄託的手法創作，並煥發出花木詩的吸引人之

處，正如沈德潛所言：「比興互陳，反復唱歎，而中藏之歡愉慘戚，隱躍欲傳，

其為言淺，其情也深。倘質直敷陳，絕無蘊蓄，以無情之語，而欲動人之情，難

矣。」
105黃永武也說詠物詩必須因小見大，有所寄託，才能使筆有遠情。一首佳

妙的詠物詩，它的內涵應該像小小的盆池一樣，涵泳着南箕北斗，滿天星星。所

詠的一花一草，都可以由物理推及人情，都可以有時代或歷史的時空投影在其

上。如果不幸而落實於「為寫物而寫物」，僅僅相似於某物而已，不能因小見大，

不能以有限洞見無限、不能因一物洞見世界，那這首詠物詩就算失敗。106雖黃永

武先生的看法過於斬釘截鐵，然其欲突顯詠物詩比興寄託特色可知。 

    清代花木詩因比興寄託的手法而具感發人心的力量，使詩有所寄託，具不凡

的意義與價值。侯成恩〈梅花〉言： 
 
    冷豔原無異，孤高自不同。羅浮明月夜，香徹夢魂中。 

  

    林下誰為伴，冰霜只自知。生成貞潔性，紅紫不同時。107  

 

其一言梅花冷豔的外形與百花無異，不同的是梅花孤高的格調。在明月高照的夜

裡，梅花幽香入夢魂中，迥異於其他花卉而獨具一格。其二言梅花開時天地寒凍

無人相伴，凌霜歷雪的滋味唯有自己領受。梅花生性貞潔，不與萬紫千紅的花卉

爭妍的卓爾表現展現自我生命之姿，就人而言，即寫出詩人的高潔姿態。超一〈看

花〉也云： 
 
    土來澆灌水來栽，顛倒工夫任我來。滿院春風花自語，不將顏色向人開。
108  

詩人用土澆水栽的方法培育花朵，詩人任心而為，顛覆傳統。而滿院的花朵搖曳

自語，卻不朝向人們綻放。庭院中的花朵自有其生命特性，不因人改變其生命姿

態。正如守志節的君子一般，不輕易妥協屈服，自有生命的尊嚴與生命的價值與

                                                 
103楊載：《詩法家數》(上海：上海醫學局石印本，1927 年)，頁 25 
104劉熙載：《藝概》(臺北：廣文書局，1964 年)，頁 35 
105沈德潛：《說詩晬語》(北京：中華書局，1955 年)，頁 68 
106黃永武：《詩與美》（臺北：洪範書局，1984 年），頁 170 

107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八十三，頁 2986 

108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九十九，頁 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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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更不因時地物的變化有絲毫的改變。晉昌〈松棚和韻〉：  
 

    謖謖松濤聒耳鳴，綠窗人靜韻尤清。摩雲有色青千丈，掃月無聲翠一棚。 

      涼影半疏還半密，柔枝宜雨更宜晴。歲寒不改菁蔥質，梅竹相將作晚盟。
109  

松樹青翠摩雲，陣陣松濤在耳際迴響。其枝幹似疏又密，晴雨間皆有不同的面貌

呈現。最令人讚歎的是松樹在歲寒間時不改青蔥之質，與竹梅盟約誓為歲寒三友。 
    歲寒三友的節操代表的是君子的生命特質，終能彼此結盟的則是歷代文人對

其生命審視後的讚譽。詩人賦予松竹梅如此人性化的人生姿態，寄託的是君子人

生的堅持，及遇挫不改志節的的特質。彭孫遹〈松下遣懷〉言： 
 
    秋意日寥廓，瞑色散微雨。高風天外來，吹我孤松樹。翻然落空翠，澹與 

      雲陰互。查冥寒濤生，微聞滴香露。幽人巖石間，抱此物外慕。庶幾歲寒 

      心，聊以保遲暮。110  

 

秋季的松樹仍挺立，天風吹來枝葉翻飛，松濤聲在耳際迴盪，松香也陣陣傳來。 
詩人佇足其中，深受松樹歲寒堅毅之姿吸引。施閏章〈慈仁寺松〉云： 
 

 直欲淩風去，翻從拂地看。摧殘經百折，偃仰鬱千盤。老閱山河變，陰兼 

日月寒。支離爾何意，不厭臥長安。111  

  

松樹之氣勢凌人，幾乎將凌風而去。雖然歷經百般的摧折及世事的變化，仍堅毅

地挺立於天地間。眼見松樹不凡的生命，詩人興發心中的疑惑：既是已支離殘缺，

又何以堅守於此？ 

    詩人以設問的手法寫作，實引人反思，松樹本無法遷移，然而詩人從另一角

度切入，即顯出松樹生命中不凡之處。面生活的風風雨雨，松樹坦然以對，其安

然面對一切的態度，令人肅然起敬。然而人們面對生命的試煉時，是否秉持相同

的生命質度，令人反思！超脫物外的詩人，欣賞松樹的堅毅與頂立天地的風姿。

詩人欣羨松樹擁有的器度與志節，其人生的道德堅持便可從中窺知。呂履恒〈寧

鄉坤元宮雙松歌〉： 
  

  雙松東西互為友，丹楹粉壁江聲走。枝幹排雲入窈冥，萌蘖不知何代有。 

東株倚戶半欹斜，滿身苔蘚生霜華。雷霆忽起蛟龍怒，掀翻鱗甲張爪牙。 

有時風靜日移晷，青陰覆殿涼於水。元氣茫茫混太清，幽叢寂寂栖神鬼。 

近西一株獨正直，亭亭上出千峯碧。流膏入地似黃金，偃蓋扶天蕩白日。 

                                                 
109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八，頁 68 

110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四十一，頁 569 

111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四十三，頁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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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延客坐其側，舉杯不飲皆自得。與君同結歲寒心，隨天自布陽春澤。 

嗟哉雙松的的有根株，後萬斯年仍不枯，蕣華朝菌胡為乎。112  
 

東西雙松枝幹直聳入雲霄，東邊松樹雖半傾且滿身苔蘚，沉靜與狂傲時氣勢截然

不同，靜時清蔭覆人、動時勢如蛟龍。西邊松樹則正直不傾而高挺，其枝葉扶疏

直上天際，其坦蕩光明可資於天地間表彰。尤其主人、賓客皆與雙松共結歲寒心，

更令人感佩其不凡及動人之處。松樹歷經千萬載仍昂然於天地間，故令人反思的

是蕣華朝菌究竟有何作為？短暫的生命無法展現其生命的特質，松樹則能在千萬

年間閱歷人世仍堅持自我的尊嚴，令人動容！ 

    詩中寫出松樹的形神、表達對主人操守的讚賞、也寄託深刻的生命意涵，詩

人認為須臾消逝的生命無法有所為，故松樹千萬載屹立天地間的人生姿態與精神

風範，令人歎賞不絕。傅山〈李賓山松歌〉寫松樹的不受重用： 
 

    黃冠萬事已如掃，忽爾入林生舊惱。小松無數不成材，龍子龍孫盡麻藳。 

蓬頹蔓委不作氣， 顦苟具培塿保。保此枝條千百年，幾時鱗甲摩蒼 

天。安能含吐風雲作雷雨，不如藿蘼野草徒芊芊。春生秋死無關係，安於 

蹙踏人不憐。
113  

  

詩人在受挫折後走入林中，見松樹興發心中的感慨，小松不成材令人感懷，而老

松高聳卻不能含風吐風雲，亦無法展現生命的不凡之處。正因如此，詩人認為不如身為

野草自在。野草蓊鬱生長，任人踐踏本理所當然。此種生命雖不受憐惜，至少不需承

受過多的自我期許與理想。 
    詩人興發出如此深層的感慨，必是生命遭受壓抑與困頓，故引發詩人心中的

漣漪與波濤。這是詩人生命中無奈的，唯能藉由詩歌抒發心緒的不平與惆悵。李光

稷〈和陳雲伯詠老松〉： 
 

有客揮毫賦老松，筆端但覺翠重重。踏餘偃蹇霜枝鶴，吟罷騫騰雨葉龍。 

      清韻已知擅朱夏，寒心應不畏元冬。晚來東海風吹急，欲洗秦家曩日封。
114  

老松枝葉如鶴如龍般騰躍，也應能在寒冬中堅毅不受動搖。此際老松最希望的是

能褪下受秦朝封爵之名，擺脫受封爵的虛名桎梏。 
    生命本應受的生活的淬煉，外在的名利充其量是虛幻之物。詩中的老樹即是

不願俗世的枷鎖羈絆之人，其品格在生活鍛鍊中提升、生命也在自我省思中躍進。 

而曾習經〈汪子賢宅菊花〉一詩前半寫詩人與汪子賢之深厚友誼，再云： 

                                                 
112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五十四，頁 785 

113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十二，頁 103 

114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二百，頁 3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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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花浪蕊雨淹盡，紛紛泥塵同一垢。最念東籬乾淨地，醉倒且擊秦人缶。 

      手攬一枝聊自慰，後時獨立差可久。結根失所古所歎，且從憂患養年壽。
115  

黃花受風雨摧殘而零落，並墜落泥垢與大地為一。詩人喜愛的是東籬清淨地，常

醉倒其中亦歡欣喜悅。然而天不從人願，故詩人獨立徘徊攬菊自我寬慰。古來託

根不得其所令人嗟歎，但轉變心念即可豁然，憂患之中反能鍛鍊意志，增強年壽

與生命智慧。詩人從觀賞菊花體察到人應寬視人生面向，方擁有此種生命氣度，

漸次第邁向更開闊的人生境地，甚至讓心靈遨遊天地。王澤宏〈易州新使院詠松〉

則言：  
 
    去年手植新松樹，碧葉青枝取次陰。榦長淩雲應有日，後人誰識歲寒心。
116  

新植的松樹枝葉碧青枝，來日當有直上雲霄之勢。但人們唯見其外形的翠綠壯

碩，有誰知其凌霜雪而不易的心志？ 

    人們見松樹攫拿擎天之姿而讚歎，卻鮮少人賞識松樹的歲寒之心志。詩中闡

述人們常只見事物的表象，未深思內在深蘊的意涵，此等見地過於膚淺，無法提

升自我的生命境地，實非君子之見。王宗炎〈落葉〉云： 
 
    蔭樾曾依綠滿叢，停車猶愛晚林紅。碪敲秦塞三更月，颿冷吳江一夜風。 

      未肯借枝因擇地，幾曾附木自飛空。歲寒留得貞柯在，好養根荄待化工。
117  

曾經一樹的油綠，如今楓紅片片。落葉雖因風墜落，卻極力擇地歸之。也許落葉

終究不得其所，但留得根本在，來日終能藉自然之力再散發光芒。 

    貞柯根荄沉潛靜養後即能蓄勢待發，正如人不屈於造化，方能擁有卓越的生

命姿態而不同凡響。徐坊〈黃葉〉也言： 
 
     宮槐苑柳影離披，黃葉瀟瀟下玉墀。踐職甘從多難日，溫經悔向既衰時。 

      賢於堯舜天甯厭，變到滄桑地不知。為語西風漫淒緊，貞松原有歲寒姿。
118  

黃葉瀟瀟而下，就算再留戀無奈，也只能遭人賤踏。在西風的吹拂下，松樹本具

歲寒之姿更顯動人。 

    黃葉的悲哀，烘托出是人生的慘澹之情。人生如黃葉般只能嗟歎，但眼前的

                                                 
115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七十七，頁 2867 

116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二十七，頁 347 

117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二，頁 1573 

118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八十，頁 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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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樹堅毅，是促進詩人向上堅定自我信念的動力。生命雖令人感慨，卻可藉此激

勵自我，並提高自己的生命境地。瑞常〈落葉〉也云：  
 
    昨夜階前葉有聲，林園簌簌嫩寒生。風吹老樹昏鴉集，霜滿荒郊塞雁鳴。 

      曲徑歸來涼雨歇，疏枝禿處夕陽明。始知松柏堅無比，蒼翠何曾有變更。
119  

春去秋來，樹木的生命週期又邁向衰落之期，這是自然界的循環變化。然而千百

年來，松柏後凋於歲寒，它們總是堅挺地聳立於天地間，與天地做長期的抗爭。 
    詩人感歎落葉凋零，並藉之烘托出松柏的堅毅精神，更點出外在環境變化

時，能堅定而不改其志的難能可貴，故此詩的主角雖為落葉，卻藉落葉的凋落襯

托松樹的堅毅。詩人心中的一把尺，衡量的是人生秉持的信念，能持志不懈地努

力者便能令人動容。郭步韞〈老松〉亦言： 
 
    得氣孤生碧澗外，聳枝欲入層雲端。貞心不識風霜厲，一任朝朝是歲寒。
120  

老松高聳的枝葉竄入雲端，可貴的是其常保貞潔之心。其不覺風霜的凌厲，即便

是朝朝是歲寒，亦坦然度過。詩人筆下的老松，其形神栩栩如生又令人感佩，也

寄寓君子堅毅貞潔的人格表現於其中，松樹視人生霜雪的凜冽為理所當然，故卓

越堅忍的精神在生活中流露，其不凡的氣度，令人佩服。王蔭祜〈枯樹〉亦云： 
 
    浪說三株繞砌羅，連枝憔悴感寒柯。皴霜皮黯冬心在，媚雨條稀老幹多。 

   至竟成材關閱歷，獨憐生意漸婆娑。杜陵詩句蘭成賦，一例霜毫忍淚呵。
121  

詩中描述三株枯樹憔悴，雖經冬季摧折，其冬心卻不曾改變。枯樹成材與否與生

命的閱歷有所關聯，而在枯槁中生命有了轉機，生意也漸次蓬勃。人生的遭遇也

如甫詩句所呈現的心境般，雖苦楚卻能藉此考驗個人不凡的心志。包蘭瑛〈移竹〉

一詩前半寫移竹至小池東，再言： 
 
    筆端疏散氣乃古，此竹亦與文心同。果然解籜春雷快，新綠森森換世界。 

   君子從來挺拔姿，看渠玉立青天外。122  

 

                                                 
119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三十六，頁 2163 

120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八十四，頁 3039 

121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六十八，頁 2719 

122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九十一，頁 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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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在移居後新綠勃發、綠意盎然。其挺拔之姿與君子相同，並在青天中昂然而

立。詩人眼中的竹子與君子的節操相同，123其挺拔而不屈的節操是人生生命價值

的氣度表現，故藉此指出君子的人格卓越出眾、昂然天地。德亮〈孤花〉：  

 
  一點出塵綠，春情仍自深。香微憐土薄，開晚少人尋。雨漬猶堪賞，風吹 

      略不禁。翛然苔石畔，誰為表孤心。124  

 
孤花身在凡塵展露綠意而不受賞識，微香飄蕩、堅貞高潔亦不受憐惜。此種高雅

的心意節操，誰能傳達？ 

    詩中寫孤花孤芳自賞之境。孤花如此，人生亦如此。生命中彼此契合者鮮少，

遑論受憐惜賞愛，故詩人藉孤花傳達出的悲歎之聲，孤高脫俗的心志也明白地呈

現詩中。書諴〈題幻翁墨蘭〉：   
 

   快筆如錐劃紙碎，破花斷葉含清颸。閟閣時聞豹囊鼓，輕颺茶煙供香祖。 

   世間沈麝敢同焚，筆墨聞薰長不腐。虛室題詩得數觀，似同君子久盤桓。 

   薄劣雖慙謝車騎，願將心事託芝蘭。 
125  

 

畫中的蘭花力透紙背，花間清風微拂，閣樓中的鼓聲清揚、茶煙瀰漫、麝香飄蕩，

更使蘭花不腐常新。身處其中，詩人將心事託付給芝蘭。 

芝蘭本具君子之德操，詩人將芝蘭視為知己，訴說自己的心事，即言詩人與

芝蘭同具相同的特質，象徵詩人的君子德操有所寄託，並深相契合。秦樹聲〈為

人題畫蘭〉亦言： 
 
    裛露不掩骨，臨風忽斷腸。王者久不作，知君為誰香。  

 

   有人亦自芳，豈必戀空谷。棄置乃偶然，天命期無辱。126  

 
其一言裛露覆蓋不能掩蓋其不凡的骨氣，但在風吹拂而來之際忽有斷腸之感，真

                                                 
123何明、廖國強所著的《中國竹文化研究》中言以竹為材料的竹制藝品、詠竹文學、寫竹畫、竹

圖騰和神祇、象徵理想人格的竹，則更為直接地表現中華民族內傾細賦的情感類型、比德的類比

思維形式、陰柔和諧的審美理想、輕教義經典重宗教屢踐的實用理性宗教精神、凌雲浩然之志和

淡遠自然之趣並重的人格追求。故在清代的詠竹詩歌中，比興寄託為其重要的手法之一，也藉此

呈現詩人的理想人格。何明、廖國強著：《中國竹文化研究》(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4 年 7

月第 1 版)，頁 7 

124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九十七，頁 3325 

125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十，頁 81 

126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七十五，頁 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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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王者已久未出現，不知蘭花究竟為誰散發芬芳？其二言空谷幽蘭有高雅的神

韻，然在人間的蘭花亦能散發幽香，不需借助空谷之力，一切唯心志牽引而成。

也許最終的命運將被棄置，若能在天地間昂然而高潔地挺立，便不枉費走這一遭。 

  詩人藉畫蘭闡發一己的生命體察：個人生命由自我決定，不當拘執於環境，

若不受用亦當堅持生命方向，方無愧於心。宋昭明〈落梅〉：  
 
    無端飛雪點蒼苔，疑是仙人擫笛來。落盡江城春不管，東風孤負豔陽才。
127  

落梅飛落與蒼苔相映，江城落盡亦無人詢問。詩人感歎東風辜負身姿不凡的梅

花，致使其飄零凋落，而詩中藉東風的「辜負」落梅寄託人生的不得志之意。  
    詩中以蘭花代表真正的君子，雖然環境困厄，真正的君子卻不會因為環境的

改變其志節。就算王者不作、天下無道，其仍然堅持自我節操而散發幽香，此種

志節方為真君子的氣節。朱雘〈紫藤歌〉亦言：  
 

    老藤百尺盤高空，老樹三株藤所宗。藤非緣樹不得上，賢才下位將毋同。 

      藤吾語汝慎厥附，此身要託青青松。不然文梓或香楓，莫隨樗櫟誇密蒙。 

      樗櫟柯葉徒高大，螻蟻窟宅鴟鴞宮。藤體雖柔藤性健，嗟彼蟲鳥焉能容。 

      不苟憑依乃足貴，屈伸在已藤猶龍。128  

 
紫藤攀附老樹木而上，詩人語重心長地告訴紫藤託身的所的重要。詩人向紫藤所

訴說的內涵，即如人生的境遇一般，寄寓深刻的道理。詩人認為紫藤當託身於青

松，其次便是文梓或香楓，不當託身於無用的樗櫟，否則即成無用之人。詩人藉

此讚賞紫藤不隨心依附、如龍盤踞山頭般能屈能伸的可貴。 
   紫藤的行為象徵著士人的生命抉擇，託身得所是歷來文人終生的深切冀望，

詩人藉由勸戒紫藤的話語提點人生當擇木而棲，否則無法有康莊的未來可言。更

當堅持己志，不隨波逐流，方能有所成，這是詩人衷心寄託於詩中的意涵。屈大

均〈王不菴作臥龍松歌為余壽詩以酬之〉則言： 
 
    黃山山上多怪松，半生石筍半芙蓉。芙蓉石筍亦松變，有一不變為臥龍。 

   龍本無形以神化，真形往往與松同。龍之隱者但高臥，人不見龍見髯翁。 

   髯翁鱗甲多怒決，柯如蒼銅枝屈鐵。引根十丈始作榦，榦雖千年如萌 

   蘖。……黃山諸松此最古，兒孫萬萬丹台列。臥者天淵自高深，立者棟梁 

   久顛蹶。君指此松為予壽，意在不材能蹩躠。螻蟻頻容蝕茯苓，藤蘿一任 

   為瓜瓞。松黃落地成古苔，松子滿天低可綴。君在黃山亦一松，莫教化石 

   存榾柮。一松孤作老人峯，秦漢來封久不屑。臥龍復有擾龍好，繚繞數峰 

                                                 
127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九十三，頁 3279 

128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三十五，頁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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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巀嵲。一松飛作天生橋，一松倒生更奇譎。煩君添作四松圖，置我松 

   間長用拙。 129  

 

詩前半著重描寫黃山奇特的松樹，松如臥龍以神化，臥龍鱗甲飛躍，枝柯如蒼銅

屈鐵等，述來形態動人。屈大均明瞭王不菴所言不材方能常立天地間之意涵，也

讚譽其德亦如松樹般令人景仰，詩人深明其言，故從生命方向遵行好友所言而行。 

詩中呈現朋友間的深情，也寄託詩人心志與人生方向。勞之辨〈報國寺松歌〉云： 
 

慈仁古寺數株松，蒼然不與凡界同。二十年前松下徑，飛濤謖謖生清 

風。……松乎松乎，爾宜植根在萬仞之岡，岱頂徠峰傲寒雪。不則甯同處 

士老，其材支離夭矯足怡悅。不幸徧栽佛國邊，樹底無端作市廛。玉魚百 

鎰唐陵出，銅雀千金漢代鐫。真松不問問贗貨，忍教靈物埋霜煙。斧斤翦 

伐雖無慮，生憎俗客來箕踞。一夜西山風雨聲，拔根定化虬龍去。130  

 

松樹以不同凡塵的姿態挺立天地間。詩人認為具卓越姿態之松理當託根於萬仞之

山，不受塵世之煩擾，如今卻常逢俗客來箕踞境地，詩人言若真可化為龍而去，

松樹必是瀟灑地拔根而去。詩中添加作者的憐愛與想像，除展現松樹不凡形神，

更寄寓其託根未得其所的歎惋。然而詩人深信松樹若機運來時，松樹必連根化龍

而去，這也是人生面對生命時，靜待時機施展抱負的最佳寫照。曾燠〈真州準提

菴老梅行〉言：  
 
   白沙江村有老梅，百年劫灰餘枯荄。春風一夜忽鼓動，玉筍旁迸千枝開。 

天地有心試冰雪，龍蛇偶蟄驚霆雷。今人爭繞月觀樹，往日誰踏僧廊苔。 

廿四橋邊萬花海，我無暇去翻遠來。名姿往往寄幽獨，相賞故不從塵埃。
131

  

百年老梅餘枯幹，卻在春風來時一夜間綻放，即使天地以霜雪雷霆試煉，梅花仍

在天地間挺立。往昔無人賞識的梅花，今日盛開方受賞愛。詩人無心觀賞廿四橋

邊千萬花海，反獨鍾情於準提菴老梅，實因其幽獨超然的姿態。詩人賞花不同於

俗人的庸俗附眾，而是獨具慧眼慧心，也寄託個人超越眾人的心志。何彤雲〈黑

龍潭古梅歌〉指出： 
 
    寒潭黑虯老不死，偶向潭中攫雲起。雪深霜厚忽僵立，萬點驪珠綴花蘂。 

清芬微動月皆香，古幹屈蟠鐵難比……時平神物再出世，騰拏依舊蟠蜿蜒。 

從此花開有常歲，歲歲天地春先旋。嗚呼！和羹自古須此材，蒟醬乃使西 

                                                 
129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十八，頁 196 

130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三十五，頁 468 

131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四，頁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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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金馬去已久，碧雞不再來。餘此一樹好枝格，不知幾生始修得。莫 

更踴躍變化入潭中，使我華山昆水無顏色。132  

 
寒潭古梅攫雲而起氣勢奔騰，萬點驪珠點綴花蕊而生。屈蟠的古幹扶青雲直上，

清朗的芬芳襲人。古梅自唐至今已經三百年，在其中歷經人世的起伏。如今如虯

龍般靈動的古梅，再次伸展其昂揚的姿態，騰拏之姿依舊蟠青天而上，展現其不

凡之姿態。 
    詩人藉此感歎良才輔佐國君，應展露此種非凡的氣度，因為國家需要的是此

種堅毅具氣度的人才，若未能珍視，則又將失之，可惜之至。張照〈奉敕題畫菊〉

言： 
 
  花品疇同古逸民，此花有骨不開春。空山之中八九月，千載而上兩三人。 

      行傍巖崖思采采，如聞潭水尚粼粼。潔茲筐筥齋心訪，日月精英冀得真。
133  

菊花具隱士的風骨，故不在繁花盛開的春天綻放。在天地間，能擁有如菊花般為

真隱居之人少之又少，菊花必是得天地之精華才能散發出此種不同的氣度。 
    以花言人，實為詩人最深刻的用意，自古而來能真正拋卻俗世牽絆而閒逸度

日者少，而陶淵明為個中翹楚，並樂在其中。盜世欺名者卻假隱居之名，行沽名

釣譽之實，無怪乎周敦頤〈愛蓮說〉言：「菊之愛，陶後鮮有聞。」周敦頤興發

的感歎與作者實相同。陳長生〈病中詠秋荷〉則說： 

 
    出塵花品愛池荷，零落秋風可奈何。共羨蓮房多結子，子多贏得苦心多。
134  

蓮花高潔的品格令人讚譽，但在秋風的摧殘下不得不凋落。令人欣羨的是蓮房在

此時反而繁結蓮子，蓮子多卻也代表其包裹的「苦」特別多。詩人言蓮心之「苦」，

實一義雙關，表面言蓮心之苦，其實即言人生的苦楚甚多，眾多的苦楚或許來自

於家人，也許來自人生中的不順遂，不管原因為何，但卻真實的寄寓詩人此際心

境之苦。詩人此時疾病纏身，故心緒隨之跌入深淵中，思想也籠罩在一片憂鬱的

色彩中。了亮〈寫蘭石有寄〉也寄託詩人之心志趨向： 
 
    一片空山石，數莖幽谷草。寫寄風塵人，莫忘林泉好。135  

 

蘭石間雜的山谷中，山石眾多而蘭草稀疏。此等美好的景象令人心曠神怡，但徘

                                                 
132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四十五，頁 2325 

133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五十八，頁 852 

134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八十五，頁 3051 

135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九十八，頁 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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徊於風塵中的人們總是留戀人世，忘卻山間林泉之美。 
    詩人藉蘭石之美，呼喚人們徜徉於自然，並滌淨一己之俗慮，提升自我的生

命境界，寫來平淡卻是內心真摯的吶喊。詩人在「獨善其身」之際，不忘在俗世

浮沉之人。詩人深體林泉之美，欲與眾人分享身處林泉之樂，或許是出於出家人

慈悲的胸懷、對蒼生的不捨之心，而遑論其背後的因緣何在，詩中在在可見的是

詩人對人們的關愛，此方是難能之情。  

 

三、形神兼備 

    所謂「形神皆備」的「形」是物的外形，是物的外在特徵；所謂「神」是物

的精神氣韻。詩人創作時可採用「以形寫神」或「以神寫形」的方式創作。「以

形寫神」的手法是抓住物體的外部特徵，將現實世界中的物表得的淋漓盡致，在

此同時，形體的「形似」傳達出形體的氣韻，若能以形似神傳，即為自然成功的

詠物詩作。「以神寫形」則是詩人將物體的精神氣韻置於首位，突顯詩人的主觀

意識。這刺激了詩人寫意的意識，明清時期，由於受到性靈說、神韻說的影響，

詠物詩幾乎成了詩人表達主觀心性的特殊手段，吟詠者主觀抒情寫意的色彩更加

鮮明。當然，形寫神和以神寫形，都無非是詩人進行創作時的取徑，二者都是塑

造形象、創造意境的重要手段，只要詩人恰當地運用，無論何種方式，都能達到

形神兼備的境界。136  

  清代有諸多花木詩達到形神皆備的境地，如瞿鴻禨〈甲寅三月三日補松招飲

樊園新居看碧桃花〉云： 
 

碧桃六樹傾城立，粉白脂朱嬌欲語，笑倚春風醉半酣，然照晴雲豔初吐。
137  

碧桃花粉白朱紅的顏色嬌豔動人，迎著春風展現嫵媚之姿，形神之美兼備。葛遠

〈雨後看花〉亦言：  
 
    一夜雨淋漓，花開幾枝亞。嫣然色更嬌，未逐東風謝。138  

 

一夜春雨灑落，頓時花葉綻放。嫵媚的形貌愈發嬌豔，不若眾花卉在隨春風春雨

中凋零。詩中藉由花卉不因春雨的侵襲而摧折的景象，寫其可堪磨練的氣度，其

形神不凡之處鮮明可見。王采蘋〈白荷花〉也說：  

                                                 
136黨天正：〈古代詠物詩五探〉《寶雞文理學院學報》，第 20 卷第 2 期 2000 年 6 月，

頁 54 
137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六十五，頁 2644 

138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九十一，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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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亭翠蓋覆華池，獨立誰憐絕世姿。一鏡清波低照影，月明風靜露涼時。
139  

亭亭直立的荷花孤高不凡、脱塵遺世，時時刻刻皆展現絕世之姿。 

  白荷花不同於春夏豔麗的花朵迷人，在無人賞愛之下籠罩著點點哀愁，但荷

花仍堅持超塵脫俗之姿，生命煥發出的是深藴其中的內涵，不凡的形神展現。張

之洞〈秦子衡為孫駕航畫崇效寺丁香海棠卷〉也說： 
 
      丁香 千株圓，海棠霞暈扶春煙。至今紙上鬥香色，疑驕似妒如能言。140  

 
千株丁香嬌柔海棠紅嫩，畫中似能不斷地因飄出香氣，眾花也因誰的容顏姿態勝

出而爭鬥，丁香海棠間或驕矜、或妒忌之形栩栩如生，爭妍比美的形神呈現。靜

諾〈詠秋蘭〉： 
 
    長林眾草入秋荒，獨有幽姿逗晚香。每向風前堪寄傲，幾因霜後欲留芳。
141  

秋天的荒野中，蘭花的幽姿與花香獨存。雖秋風颯颯，蘭花以傲骨迎之，並欲幽

香留傳人間。詩中傳達蘭花孤高的情懷，並堅持生命的理想而奮鬥，君子的節操

亦同，應與蘭花同芬芳。祁寯藻〈幽蘭〉其一： 
 
    空山四無人，知有幽蘭花。花開不可見，香氣清且嘉。飛流下危磴，時有 

      橫風遮。香久亦不聞，山深愁路賒。眾草何青青，吐豔明朝霞。如何咫尺 

      間，渺若天一涯。援琴坐白石，日暮三歎嗟。142  

 

言山中空無一人，卻傳來蘭花幽香。尋覓中不得見之，花香卻清新美好。然而花

香久而不聞，山深而路遠，眼前青草蔓生蒼翠，幽蘭卻是渺不可見。詩人擁琴而

坐，唯能嗟歎再三。 
詩中展現蘭花的形神，並充滿愛蘭而不得見幽蘭之惆悵，也展現人生事的無

奈與慨歎。嚴澂華〈早梅〉云： 
 
    占斷春風第一枝，銀鉤低掛玉塵吹。清標壓倒繁華境，桃李紛紛總後時。
143  

                                                 
139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九十，頁 3211 

140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六十二，頁 2602 

141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九十九，頁 3362 

142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二十六，頁 1980 

143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九十，頁 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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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梅花領先眾多花卉綻放，清高的標格不同凡俗。桃花李花雖繁盛，卻總在

梅花開後才陸續綻放。因此，梅花展現出來的的高雅韻致，與一般花朵迥異，不

同俗世的形神展現。德容〈梅花〉也說： 
 
    蝶夢三春淚落花，風飄餘粉謝鉛華。天生玉色菩提片，疏影幽窗獨自誇。
144  

花朵辭謝天地曾經給予的容顏，蝴蝶因之傷神。不同於春花的凋零，梅花以其天

生不凡的姿態立於人間，其孤芳自賞的身姿，表現的是卓爾不群的姿態。 

  梅花在天地間獨自綻放，卻無一絲的歎惋之情，反而傲然地肯定自我生命的

價值，加上梅花外形之美也在詩中呈現，不凡的形神烘托出來。袁梓貴〈江梅〉

亦言： 
 
   滄江滿風雪，猶自一枝春。孤影澄波媚，疏煙澹月皴。145  

 
梅花在風雪滿江時，仍然獨自綻放，其孤高的姿態嫵媚動人。詩中描寫梅花屹立

天地，並在凜冽的寒冬仍堅毅的形神。吳氏〈種竹歌〉言： 

 

  南山南，北山北，其中有竹人不識。託根數莖臨嚴霜，虛心願並幽溪柏。 

      秋深草木零落盡，此竹亭亭終不易。146  

 

山中之竹亭亭直立，並歷經嚴霜考驗，在草木零落之際，竹子終屹立而虛心有節。 
竹子直挺不凋是其生命的存在的形式，堅毅虛心是其的生命特質，其形神之雅致 
躍然紙上。李筠仙〈詠竹〉： 
 
   亭外猗猗碧幾竿，清姿勁節耐霜寒。舞風影作飛鶯勢，嘯月音疑老鳳翰。 

   自是主人甘澹泊，不勞童子報平安。階前那有孫枝秀，寫出淇園獨坐看。 
147  

繁盛的綠竹，清麗的姿態能受嚴霜考驗，亭外的竹影竹音皆有一番不同的韻味。 
主人心思澹泊，不因俗事煩心，亭外之竹搖曳，具淇園之竹的美妙姿態。詩中呈

現竹子形神之際，也寫主人生命境地之高尚。趙宗猷〈新柳〉： 
 
    滿眼春光上柳枝，風梳月印弄新姿。東皇欲織春如錦，不待花成早製絲。
148  

                                                 
144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九十九，頁 3355 

145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四十五，頁 2339 

146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九十九，頁 3359 

147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八十五，頁 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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柳樹新綠而展現春天姿態，在春神織就的春天之前已搶盡鋒頭。此詩寫春柳柳絲

飄逸，在風月中搔首弄姿，其形神樣貌畢現，並藉由春神編織春天的景象，寫春

天來時迷人景象。唐焯〈古木〉云：  
 
    老木參天碧，蛟龍蟠古枝。太陰走雷雨，絕壑戰神祇。雨露自天意，風霜 

   猶舊姿。五丁山未闢，大匠豈先知。149  

 
古木如蛟龍在雷雨挺立，迎向各種艱難的挑戰。世人無需訝異如此參天之松何以

未受青睞，只因傳說中的五位力士尚未屏除山之屏障，一般人不得而入，故大匠

亦無法見而用之。古木材大而未見用，詩人合理化古木被埋沒之因，此亦為古木

未被發掘、保全天命之因。古木展現屬於自己樸拙卻不凡的生命姿態，即使不受

用，也瀟灑自在，形神出眾之姿畢現。李鍇〈坐仙人橋望西峰紅樹〉寫花木的不

同生命形態： 
  
   白雲之半西峯西，秋樹十萬紅錦披。紫金交注寶絲網，碧海晴擁珊瑚枝。 

   西風泠泠時中之，雲璈宛轉清商移。采旄颺雲巫女下，豹旗揭雨山鬼嗁。 

   枝枝葉葉迎薄寒，山僧野客爭來看。關河歲晚金氣肅，青帝假爾丹砂顏。 

   外方作態中則病，色若可憐心不競。山煙欲暝嚴霜飛，松柏蕭蕭有本性。
150  

西峰秋樹已紅，西風吹拂如音樂的商音聲響。風雨中雲高飛而山鬼啼，壯盛的氣

勢驚人。紅錦似的枝葉在秋季引人駐足。歲時已近、冬秋氣凝滯，秋樹雖似可憐

然而中心卻不與人爭。紅樹猶如松柏，即使秋夜霜飛滿天，也自有一己的生命情

調，詩中紅樹的形神兼備。馬樸臣〈老樹〉言： 
 
     懶向東風更乞妍，離披生意轉悠然。古牆臥蘚畫三面，禿幹著花春半邊。 

      ……漫言臃腫無姿態，桃李何曾到百年。151  

 

老樹歷經人世滄桑，卻轉化成悠然心境，因此就算是禿幹也昂揚著春天氣息。或

許有人認為其形貌臃腫無曼妙之姿，然其堅毅地挺立於天地的生命情態，才是最

值得讚賞欽佩的。且老樹的生命氣質不同桃李，桃李無法在歲月的摧折下屹立不

搖，因而老樹不羨慕桃李只在春天繁茂，卻無法擁有恆久的生命，悠閒地矗立天

地間，擁有一己的生命形神才是老樹所冀望。陳鴻壽〈宋自公堂後雙古柏〉更表

明： 

                                                                                                                                            
148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六十七，頁 996 

149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四十一，頁 2260 

150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七十二，頁 1081 

151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六十八，頁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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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池雙桐近百尺，天臺古藤垂萬年。昔從泰岱問封禪，攫拏龍虎盤風煙。 

      空堂無人老狐入，夜深屋脊鵂鶹泣。白雁飛歸五百年，兩行蒼翠霑衣溼。 

      一株蘚蝕稍空腔，一株勁直不肯降。離纚瑣碎散瓔珞，硯池亂落柏子香。 

      
152  

古柏昔曾參與泰山祭天祭地之典，其姿態如龍虎般風煙而盤據不前。當時的繁華

隆盛，如今卻已荒涼無人跡。其中一株柏樹稍遭侵蝕，一株卻仍挺立勁直，雖瑣

碎離散如瓔珞，然柏子零落之際香氣迷人，其屹立天地間的不凡形貌與孤挺勁直

精神，令人欣賞。書諴〈龍王堂雙松歌〉：  
 

    雙松夭矯憑潭起，定是盧師二龍子。盧師死後無所歸，覓父還窟帶泥水。 

      盡吸東潭涸欲焦，並注此潭流不止。此潭之龍向來懶，吝雨慳雲靈未顯。 

      一泓玦玦不出山，安有餘滋及田畎。雙松久已承家風，遂使都人識者罕。 

      我亦年來萬事慵，登山疲苶逢雙松。掀髯大笑投詩去，謖謖西莊在下風。
153  

詩人認為龍王堂雙松如唐代盧卓錫與二名弟子的形貌，雙松吸盡東潭之水注入此

潭，潭水呈玉玦之狀而未流出。詩人筆下的雙松是守護潭水的神靈，雖未正面鮮

明地描寫雙松，其形貌及精神卻靈動不已。勞之辨〈報國寺松歌〉： 
 
  慈仁古寺數株松，蒼然不與凡界同。二十年前松下徑，飛濤謖謖生清風。 

    前殿偃松蔭數畝，縱橫詰曲枝青銅。後殿高松挺千尺，夜深鸞鶴巢其中。 

扶疎突兀各異狀，株株鱗鬛還相向。翠色淩霜總不凋，蒼皮溜雨原無恙。 

僦居往歲我重過，風前月下長摩挲。偃松就槁高松茂，榮悴相形感歎多。 

別後多年思勁質，青松不比人顏色。到日還來蕭寺尋，似覓生平舊相識。 

豈知萎謝又非初，枯者無存菀者枯。哦詩空記蟠枝影，潑墨能描直幹無。 
154  

詩人以松樹「蒼然不與凡界同」寫其不同凡塵的姿態，先突顯出其不同的精神氣

度，再將松樹的形神表現烘托而出。松樹眾多而縱橫詰曲，高千尺而扶疏突兀 
。更因「翠色淩霜總不凋，蒼皮溜雨原無恙」引人嘖嘖稱讚，而今榮悴間的差異

相形頗大，詩人憐愛而歎惋，而今昔間的形神變化鮮明可見。褚華〈奔牛古樹詩〉

言： 
 
  奔牛四樹大廿圍，昔曾化龍身欲飛。雷公急擊一株死，三株懾伏藏僧扉。 

枝葉婆娑廣庭裏，怒吼終宵聲未已。每因風雨滿空時，昂首牆頭望江水。 

                                                 
152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十六，頁 1827 

153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十，頁 80 

154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三十五，頁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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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陰六月生涼秋，中間千人坐可留。鄰翁白髮莫言老，見翁遠祖來牧牛。 

      五季兵戈此錯處，樵斧何緣獨寬汝。我來問樹樹應知，翠碧森森卻無語。
155  

古樹化龍飛馳天際，未料其中一株受擊斃，另三株則懾服隱迹，然而古樹卻卻終

日悲吼不已。風雨滿空時則昂首，似欲訴說心中事。詩人賦予古樹人性化的性格，

在生命的起落之中受天地的厚愛而屹立，雖生命受挫折，然而詩人來時卻蒼翠不

語。畢竟生命的波折不足為外人道，一切冷暖唯己知，故盡在不言中，其生命質

度自是與一般樹木不同，詩中古樹懾服的形貌與不語的神態畢現。敬文〈秋葵〉

言：  
 
  秋花鬬繁豔，栽植滿園林。惟爾甘籬落，偏存向日心。幹高出百卉，色重 

      比南金。莫笑宜農圃，山村雨露深。156  

 

秋花爭豔之際，秋葵甘於籬落間獨立，而一心向陽。其枝幹高出顏色濃郁，不凡

得形貌令人驚豔，秋葵卻甘於平凡。故簡單的詩句即烘托出的是秋葵形貌上的高

挺，及神韻上的積極陽光。倪濟遠〈古松行〉： 
 
  祝壽葊中見古松，骨勁似鐵皮青銅。天雞白鵠不愁思，俯視千山凡木空。 

    僧雛袖手不敢撫，恐動鱗爪飛為龍。。平生古物經眠窄，孔陵之檜孟廟柏。 

    人間摩頂皆兒孫，地輪盤根太陰黑。今觀此松近十圍，已覺眼前無物敵。 

      力追秦漢出生面，勢刮風雷蕩空壁。157  

 
古松枝幹勁似鐵皮青銅，其形如飛龍鱗爪，遇風雷而震動搖曳，形貌令人驚撼。

尤其松樹壯碩，在詩人眼中已無物可匹敵，更可直追秦漢之世之古松，精神氣度

令人目眩。韓氏〈詠盆中松樹〉則言： 
 
    偃蹇依然水石清，貞心獨結後凋盟。生來不受人攀折，雪共荒寒月共明。
158  

松樹遇挫折仍清高，不受攀折而愈顯珍貴，並在天地間堅毅不凋。雖然松樹置於

盆中，仍保有其本有的生命特質，並與雪、月共立於天地間。詩人敘來平淡卻能

掌握松樹之形神特色，也寫君子超脫的人生表現。蔣坦〈柳枝〉言： 

 

                                                 
155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十一，頁 1733 

156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二十二，頁 1923 

157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二十七，頁 2003 

158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八十五，頁 3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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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向長橋問柳枝，春風一夜綠絲絲。此身已苦多牽絆，肯為時人管別離。
159  

柳枝在春風的吹拂下，一夜間綠意盎然。絲絲的柳條已彼此牽絆、糾纏不已，豈

可託付別離之事，徒增其煩擾？詩人眼見柳條已彼此牽扯，故無法牽繫離人間的

離亂之情。 
詩人從柳樹彼此糾結的角度描摹，不從人們的離別著手，反令人跳脫歷來文人賦

予的離別愁思，突顯其形神上自我糾結之苦。智生〈祖母命題菊花〉言： 
 
    簾幙暗生香，奇葩勝豔妝。不隨秋草萎，獨立傲繁霜。160  

 
菊花暗自飄香，奇特的風貌更勝豔麗的妝扮。更令人讚譽的是，菊花在秋天傲嘯

天地的姿態，此種風骨非群花所能及，菊花的不凡形神藉此突顯。書諴〈早梅〉

云： 
 

  不假陽和力，孤生造物先。九天猶渾沌，一樹已嬋娟。節候每相左，冰霜 

      竟失權。只因高欲絕，無意競新年。161  
 

早梅在造化化育萬物前已悄然綻放，其孤高不與眾花卉相競。而冰霜也無法掌控

梅花的生命展現，更顯其高絕脫俗的精神氣度，君子的標格在其中，詩人寄託的

心志亦在其中。 
 

                                                 
159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四十，頁 2256 

160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一百九十九，頁 3363 

161徐世昌輯：《清詩匯》(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卷十，頁 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