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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杭州是姜費一生居住沈浸最久的地方，因此，姜愛的杭州詞，有必要放大焦

點細細窺看。姜，每之詞，今存 84 閥，關於書寫杭州地景與人事之詞，有 27 閱。

本章擬從「遊賞雅集的空間」、「生存依止的歸處」、「追憶愛情的必境」、「自然詩

意的物景」四個面肉，分析姜變杭州詞中的內容與表徵意義，杭州古站在美筆下

的風攀面貌，以及詞人心靈和城市融攝的關像。再者，擬從「水墨生畫意趣的運

用」、「以少提多的敘事方式」、「清堂之質的美學範式」三頃，次第闡述姜費杭州

詞的發街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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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IT E::J

陳廷悼{白雨齋詞話〉曾盛讚姜要之詞 r 清虛騷雅。每於伊鬱中饒蘊藉，

清真之勁敵，南宋一大家也。夢窗、玉回諸人，未易接武。」 l視姜要為南宋一大家，

超越吳文英與張炎，直逼北宋的周邦彥。朱鼻尊更進一步，認為姜婪的地位是詞

史上的最高峰，稱「詞莫善於姜要 J' 2 r 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

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姜堯章氏最為傑出。 J r填詞最雅，無過石帝。」 3朱

鼻尊是清代詞壇漸派的代表，詞需雅正，是漸派的基本觀點. r填詞最雅，無過

石帝」﹒姜龔自然成為師法的第一對象;叉因姜要於中晚年之後，長期定居抗州，

與抗州有甚深的地緣關係'故將之歸屬為「漸詞 J .是「吾杭」人，乃因為漸派

詞人對姜要有「地域鄉誼」的認同，故而特別推尊姜氏。 4

抗州是漢陽之外，姜要一生居住沈浸最久的地方。他的生平著作，泰半在杭

州完成;而待其最厚，情若手足的友人張鑑，定交於抗州;當他亡故之後，也安

葬於抗州。生，無可選擇;死，他讓自己永遠安睡在杭州。弧山的西村、西湖的

定香寺、張達可堂、張錯桂隱堂、東青門的別館、聚景園、沙河塘......烙印姜要

最多的足印與生命的悲喜。因此，姜婪的抗州詞，有必要放大焦點細細窺看;姜

要與張錯、張鑑昆弟的友誼，是一條貫串他中晚年的文學彩線，糟糟光澤在他整

部生命版圖中，閃示得異常輝麗。

姜要之詞，依據夏承黨〈姜白石詞編年簧校) , 1998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之版本，其詞今存 84 闋， 5關於抗州地景與人事之杭州詞，有 27 闋。 6本文擬從

〔清〕陳廷埠: (臼兩齊詞話) (臺北:新文登出版公司， 1988 年《詞話叢編》本) ,

第 4 冊，卷 2 '頁 3797 。

2 (清〕朱鼻尊:(曝書亭集﹒黑線齋持餘序)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9 年《四

部叢句句o 本) ，卷 40 '頁 331 。

3 (清〕朱鼻尊: (詞綜﹒發凡) (臺;l!:. :臺灣中華書局， 1965 年《四部備委》本) ，第

3 條，頁 3 :第 13 條，頁 5 。

4 (7青〕朱葬尊:(曝書亭集﹒魚計莊吉司序》云: r在昔詢:陽姜石帝、張 -'i華、并陽周草

窗、西 4年張玉田，或非新產，然言是有詞者必稱焉。是貝.Ji折詞之盛，亦由僑居:t~之助。」

~ 40' 頁 5 。以姜詞為「新詞」的現象，劉少雄解釋，這是因為「明清以來，各種文

學流派大多具有濃厚的地域色彩，站時派也不例外。新人之所以翁精姜張主畫家及其作品

為『是什詞』或『吾杭 J '用心十分明顯。 J (南宋姜吳典雅1司派相關詞學論趨之探討》

(金北:臺大文學院， 1995 年) ，頁 38 。

5 唐圭E章編:(全宋詞﹒姜變》第 3 縛，存詞 87 閥，多〈軍區綠骨. ~年〉、〈越女鏡心﹒別
席毛瑩〉、〈月上海棠﹒夾鍾商試題) 3 閱。唐圭瑋云: r以上三首俱兌洪正治刊本臼

石詩詞集，不知應是何人作，姑附於此。」見是書頁 2188 。此 3 首與姜變詞風殊不

要頁，~非姜，每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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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賞雅集的空間」、「生存依止的歸處」、「追憶愛情的幽境」、「自然詩意的物景」

四個面向，分析姜要抗州詞的內容與表徵意義，杭州古城在其筆下的風華面貌，

以及詞人心靈和城市融攝的關係。再者，擬從「水墨空軍意趣的運用」、「以少提

多的敘寫方式」、「清空之質的美學範式」三項，次第闡述姜要杭州詞的藝術特徵。

二、姜要杭州詞的內容與表徵意義

(一)遊賞雅集的空間

杭州，是南宋的首都，是江南地區的文化中心。姜變為南宋詞人的大家，叉

是江湖詩人的代表，他到杭州，是生命中一段必經的流程;他與杭州丈人的交會，

是出自性靈共鳴的召喚。杭州，在姜要詞裡呈現的第一個表徵意義，是做為他「遊

賞雅集的空間」。

姜要第一次來到杭州，始於孝宗淳熙十四年( 1187) 的暮春，他依隨蕭德藻

從湘那前去湖州的途中，行經杭州都巴。 7此後數年，因抗州、湖州地域相近，

故時常往返於兩地之間。其(念奴嬌〉詞序云: r 予客武陵，湖北憲治在焉。古

城野水，喬木參天，予與二三友日蕩舟其間， ......竭來吳興，數得相羊荷花中。

叉夜泛西湖，光景奇絕，故以此句寫之。 J (頁 30) (念奴嬌〉這篇小序寫他昔日

客居武陵(今湖南常德市)的時候，坐飲荷塘，幽閒觀荷之趣;並記述他往來湖、

杭間的泛舟之樂。

現存〈白石詞〉中可編年的作品裡'記錄他再一次來到杭州的時間，是在光

宗紹熙五年( 1194) 春天。此次他與張鑑從紹興同來杭州， (鶯聲繞紅樓〉一詞，

清楚交代這次遊賞的時間、地點和雅集活動:

〈鷺聲繞紅樓﹒甲寅卷，平甫與予 a 越來吳，攜家妓觀梅于孤山之西村，

命團工吹笛，妓皆以柳黃為衣。〉

十故梅花作雪飛。冷香下、攜手多峙。兩年不到斷橋西。長笛A，予吹。 人妒

6 姜變之杭州詞的認定，包括駐地杭州時所寫之詞(如夏*~(姜臼石詞編年隻校》目

次所列者) ，與非駐地杭州時，卻是書寫與杭州地景與人事有關者皆屬之，如〈暗香〉、

〈疏影〉、〈念奴嬌﹒闖紅一飼〉、〈為溪梅令〉等。

7 夏承券、:(姜臼石吉司編年隻校﹒行實考﹒行跡) ，頁 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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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楊緣，春風為染作仙衣。垂楊卻又妒腰肢。近(平~)前舞絲絲。(頁 53) 8

序中的「詛山」是南宋詞中經常出現的地景。宋初詩人林通隱居孤山，在巫山遍

植梅林，而成為歷史著名的典故。姜要另有〈←算子) 7 首專詠孤山之梅(詳下

文)。孤山位於西湖裡湖與外湖之間，屬於西湖「孤山路」風景區中一處優美的

山林，其下叉包含柏堂、竹閣、四照閣、巢居閩、林處士盧幾處景觀。而「西村」、

「斷橋」也位於「孤山路」一帶。「西村 J .叉名「西陵橋」、「西林橋」、或

「西泠橋 J 0 r 斷橋」叉名「段家橋 J '徑陌間種植萬柳如雲，望之如裙帶橫斜， 9

白居易詩云 r 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 lo說的就是斷橋柳景。這

闋詞的空間描述，上片以梅花做明燦的開展， r十敵梅花作雪飛」﹒十敵(言其

多也)如雪翻飛的梅花，遍灑弧山，景象清麗遠闊。在其冷香清芳的薰染下，與

友攜手同避，一旁叉有國工吹笛助興。下片即寫斷橋垂柳，並藉楊柳寫歌鼓的舞

衣:色如柳黃所染，美如天界仙衣，舞動在春風下款擺的腰肢，亦如斷橋的楊柳。

此詞文意明快，並無寄託之意。但是從詞序可以判知 r此人必不生於三家村中

者 J ， 11帶遊的主人 張鑑是出於富貴人家，否則何有「國工吹笛 J ?而「技

皆以柳黃為衣 J ?張鑑來到巫山品梅，到斷橋賞柳，命所有的歌妓身著「仙衣」

歌舞，一旁叉有國工樂隊吹笛伴奏，這是何等奢華的饗宴!是統合視覺、聽覺、

嗅覺等極其感官之享受。張鑑之兄張錯，曾在南湖府第大開「牡丹宴 J .使百歌

技易衣歌舞凡數遍。以二宴相較，張鑑之宴不若張鎚之浩盛，但張錯的「牡丹宴」

是在家中府第的桂隱堂，而張鑑的「梅柳宴」是在孤山的西村，則張鑑之宴令人

更覺意興過飛，融宴樂於大自然的地景之中，遠望之豈非有如仙境?姜要以這闋

詞見證孤山有過一次華美風流的宴遊雅集。

{白石詞}中記述與張鑑同遊杭州西湖的作品還有(阮郎歸﹒為張平甫壽，

是日同宿湖西定香寺〉二首，與作於慶元元年( 1195)的(鷗搗天﹒予與張平甫

自南昌同游西山玉隆宮， ...... )一詞。(鷗搗天〉是寫三月十四日張鑑生日當天，

8 本文之美變詞，文字均依夏承:l(姜臼石吉司、編年隻校》的版本，唯4零點不同，詞中的

句告費依押韻處A 團句。叉，文中將於每段引文之後標明頁碼，不再另作註解。

9 (宋〕周密:(武林當事﹒湖山勝概) (收於《東京夢摹錄一外四種) ，臺 Jr. :大立出

版社· 1980 年) ，卷 5 '頁 422 。

10 (唐〕臼居易〈杭州 4年望〉持。見清聖祖御定:(全唐持)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78

年) ，卷 443 '頁 4959 。

11 比原為晃補之贊晏殊(實為晏幾道)之語。見〔宋〕越令略:(候鱗錄) (上海: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36 年《叢書集成》初級本) ，卷 7 '頁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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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同遊江西南昌西山玉陸宮之作。而(阮郎歸〉二首也是為張鑑賀壽而作，時

間應晚於慶元元年。

姜要與張鑑熟識，結為至交， (白石詞}中寫給張鑑'或與張鑑有關的詞作

就有 8 首。 12至於張鑑之兄，當時張家的文壇領袖:張錯，與姜要也是好友。〈白

石詞〉中有 2 首作品與張錯有關， <齊天樂〉記述他與張錯的交游，共詠聽蟀之

作;而〈喜遷鶯慢﹒(太簇宮)功父新第落成〉則是恭賀張錯南湖府第落成的賀

詞。以(喜遷鶯慢〉為例，張鐵於淳熙十四年( 1187) 始建桂隱堂，到慶元六年

( 1200) 才竣工完成，這座宅第園林一共蓋了十四年。這不只是張家的大事，也

是整個杭州城裡的盛事，周密〈武林舊事}錄有張錯的(約齋桂隱百課〉、(張約

齋賞心樂事并序〉二文，詳述張錯南湖府第的完整面貌，與排比十二月宴遊的次

序內容。 13姜要則是以詞記錄這座豪宅的風華，並以少見的彩筆，描繪桂隱堂的

建築群落: r 窗戶新成，青紅猶潤 J '寫新第油漆未乾﹒瓦牆紅綠鮮折的新氣象。

「柳橋花館，玲瓏深處 J '是指桂隱「西宅」的「柳塘花院 J 0 r 高臥未成，且種

松千樹 J' 乃寫「北園」植有青松二百株的「蒼寒堂 J 0 r 覓句堂深 J' 主要指「北

園」各處，若「群仙繪褔樓」、「玉照堂」等，都是娛宴雅集，覓句吟詠的地方;

而「寫經窗靜 J '當然就是「亦庸」的「寫經寮」了。姜要以點串面，記錄新宅

的輪廓。並讚譽張鎚雖是出身富貴的官宜之家，卻叉喜歡隱身林下，享受「居士」、

「神仙」的生活樂趣。

姜要與張錯、張鑑、俞額等人交游雅集的足印，曾確確實實地落拓在杭州的

土地上。

(二)生存依止的歸處

姜要結識的友人，蕭德藻、楊萬里、范成大、俞額等人，皆識於杭州之前;

但是辛棄疾、朱熹、項安世、京鎧等人，以及(姜堯章自敘〉所列「世之所謂名

12 比 8 首為: <鶯~繞紅樓〉、〈角招〉、〈鴻鳴夭﹒曾共君侯屋聘來) ~ <阮郎歸﹒紅雲低

壓碧波lfI)、〈阮郎皇帝﹒挂陽宮殿昔徘徊〉、〈慶宮春〉、〈念奴嬌﹒會遊未達〉、〈少年遊﹒

雙螺未合〉。

13 «都JS;.紀勝》與《夢梁錄》吉己裁杭州美麗宏闊的囡囡眾多，周密卻獨寫張家南湖桂F. l

堂，究其原因:一是張錯在文壇上的地位尊奈;二是南湖府第是文人雅集的文藝中心;

第三是南湖景致優美，園林範圍遼闊。資料參見〔宋〕耐得翁: <都城紀勝﹒國苑》

(臺北:大立出版社， 1980 年) ，頁 98-99; (宋〕吳 a 牧: <夢梁錄﹒囡囡) (臺

J r. :大立出版社， 1980 年) ，卷 19 '頁 295-298; <約喬桂隱百課〉與〈張約鴦賞心樂

事并序〉二文，見周密:<武林舊事> '卷 10 '頁 512-5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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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鉅儒 J' 則泰半結交於定居杭州之後。 14這當然與杭州的政治、經濟、文化地理

位置有關。抗州做為姜要「遊賞雅集的空間 J' 乃因與抗州的文化地理關係密切;

而杭州會成為自慶元二、三年( 1196 、 1197 )起，至老死的二十餘年間，都定居

杭州的理由，是因為杭州提供良好的經濟環境，支持姜要現實「生存」的條件。

杭州成為姜要現實「生存」必須依止的歸處。

姜要約在十四歲喪父，後來往依出嫁漢陽的姊姊生活。及冠以後，曾輾轉出

入揚州、湘中、合肥等地圖謀生計，卻未見有何特殊的成就。他幾次科考不第;

冀由呈獻(大樂議〉、〈琴瑟考古圖〉、〈聖宋饒歌鼓吹曲〉十二章，尋求朝廷的賞

識，以他專業優異的音樂才能進入仕途，卻只獲得破格參加進士科考，卻叉是不

第，至此絕意仕進。但是每日的生活所需，與必須擔負家計的責任，仍是一個極

其現實的問題，蕭德藻、楊萬里、范成大都曾資助過他，但讓他漂泊的生命真正

安定下來的是張鑑，從紹熙四年( 1193) 尚未定居抗城，到嘉泰三年( 1203) 已

然寓居抗州，這整整十年，他一直受到張鑑的照護。

姜要交游，可考者一百零七人， 15張鑑與之最善， (齊東野語﹒姜堯章自敘}

A .

四海之內，如己者不為少矣，而未有能振之於賽因無~p之地者。舊所依倚，

惟張兄平甫， J令人甚賢。十年相處，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誠畫力，憂樂同

念。平甫念其困 E賣場屋，至欲輸賢以拜爵，某辭謝不顧，又欲割錫山之膏

放以發其山林無用之身。惜乎乎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

幾，賓主如某與平甫者復有幾，撫事感慨'.不能為懷。平甫既妓，稚子甚

幼，入其門則必為之慘然，終日獨坐， i是巡而歸。思欲捨去，則念平甫受

絕之言，何忍言去!留而不去，則既無主人矣!其能久乎? 16

這段告白，深情委婉，曲盡人情，可以說，姜要在張鑑這裡，觸摸到人性最珍貴

的善良與溫暖的對待 r 人生百年有幾?賓主如某與平甫者復有幾? J 姜要何等

珍情二人的友誼，他們二人是世間少有的至交、知己，念及過往， r舊所依倚，

惟張兄平甫 J '只有張鑑長期振濟他於賽困無聊之境。而姜要依倚張鑑的原因，

14 夏承~ : <姜臼石詞編年隻校﹒行實考﹒行跡) ，頁 234 。

15 夏承~ : <姜臼石詞編年吏校﹒行實考﹒交游) ，頁 246-266 。

16 (宋〕周密:(齊來野語﹒姜先拿自敘) (北京:中華書局， 1997 年) ，頁 211-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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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因其施「財 J .更重要的是張鑑其人甚「賢 J .所以二人的感情. r十年相

處，情甚骨肉 J .在如此長時間的相待中，彼此沒有疙痞，沒有施者的驕心與受

者的愧慚，只有「憂樂同念 J .完全平等付出的愛。由於張家富貴的背景，張鑑

願幫姜要「輸資拜爵 J .但被姜要辭謝;張鑑叉欲割膏映之地做為其經濟滋養的

來源，卻叉未能行。張鑑下世以後，姜要在張家總是「終日獨坐，邊巡而歸」。

想要離開，叉懸念張鑑曾對他所說的「垂絕之言 J '他不忍就此離去;但要留下，

既無主人，叉何能久留?姜要最終還是選擇離開。

但是離開依恃張家的姜贅，並未離開杭州，杭州是南宋全國第一大都城，可

賴以生存的條件，畢竟豐富。他的境過唯有繼續留在各種資源豐富的杭州，方有

些可資的生存憑靠。(鵰搗天﹒了巳元日〉一詞，側寫他在杭州生存的苦辛與甜

蜜家庭生活底下透發的幾許悲涼:

〈鵡鴿夭 ·r 巳元日〉

柏綠椒紅亭亭新。高級燈影賀年人。三茅鐘動通窗晚，詩鬢無端又一 4年。

慵對客，稜閥門。梅花閒伴老來身。矯兒學作人間字 ·ft 壘神荼寫未具。

(頁 67)

「家 J .是生命的居所，也是持續庇護下一代的地方。這闋詞寫的就是他在三茅

觀附近的家中度過慶元三年( 1196) 元旦的情形。首二句寫用柏、椒浸酒，舉觴

祈福，張燈結彩的節日氣氛。但是「三茅鐘動西窗曉」以下，所流露的是歲月老

去，門庭慵於應客的寥落心情。結拍以小見模仿大人，圖寫鬱壘、神荼門神字樣

的嬌嫩可愛模樣，表露對孩子的疼愛之情，拉回蕭索之感，以呼應T巳元日的主

題。姜要生存在抗州是現實上必須的選擇，卻時常流露幾許無奈的悲慨，與「價值

的失落」的悲感。 17 <念奴嬌﹒毀舍後作〉說的更真切:

〈念故嬌﹒毀今後作〉

昔遊未遠，吉己湘牟聞瑟，遭 i商捐襟。因覓孤山林處士，來E香梅根殘雪。檢

女供花，佮兒行 j函，臥看旁門轍。一邱吾老，可憐情寧生切。 曾見海

17 劉漢初: <說臼石皇島鴿天詞數首) , (來華 j美學> 2009 年第 9 期，頁 277 。劉文指出，

姜變中年的心事與對「人生寶雞」之無可如何的悲慮，可從其 5 首〈鵡鳴天〉詞見血

與現實相闊的底、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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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桑田，仙人雲泉，笑汝具發絕。說與依依玉謝燕，應有涼風時節。越叉

青山，吳惟芳草，萬古皆沈滅。繞枝三臣，臼頌歌盡明月。(頁的)

(念奴嬌〉詞寫於屋毀之後。屋毀之因，據周文璞(題堯章新成草堂) : r 壁間

古畫身都碎，架上枯琴尾半焦。」所言，知是毀於火災。嘉泰四年( 1204) 三月

丁卯，抗州發生大火，焚憊民盧三千七十餘家， IS姜要寓居城東青門的屋舍亦毀。

據陳思〈白石道人歌曲疏證〉所言，青門之舍是張鑑借予姜要安居的別館，青門的

街道上，有「撩女供花，信見行酒 J '可以看見市井小民賣花、賣酒的情形， l9城

市的生活景象描寫得非常具體。在居杭之前，姜要曾漂泊湘車禮水一帶，因張鑑

之誼，而遷居抗州張家的別館安頓，與張鑑往來這段時期，應是姜養生活最為穩

定的時候，故有「情甚骨肉」之語。然而張鑑先他而逝，接著賴以安居的別館叉

毀於大火，這唯一的「一邱 J '唯一的「窩巢 J '也幻化成空，其變化直如人間

之滄海桑田，如歷史之吳越沈滅，個人的無常，與地理、歷史的無常，上演「同

一律」。他在湖南漂泊，到杭州叉再漂泊，一詞橫跨湘、杭兩處州際空間。然而

他依存的小處所: r湘辜」、「漫浦」、以及「青門舍 J '都只是寄居的地方，

不是可以和生命永遠貼合的空間。身體、生活無法安頓在一處具體的地理位置，

精神靈魂便無法安住，他對地方的認同與歸屬感便會產生飄移，這是他詞作經常

出現的基調。他豈非如曹操(短歌行〉中「繞樹三臣，無枝可依」的烏鵲?最後

一句「白頭歌盡明月 J '乃是隱括「明明如月，何時可撮，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之語，揭示舍毀之後的憂念。「可憐情事空切 J '一場火，毀了他安定的祈顧，

也毀了張鑑生前對他特為安排的照顧。

叉(法曲獻仙音〉將杭州之「現實空間 J '與那河之「記憶空間」所形成的

地方感並存作了一番對照:

18 (元〕馬端龍:(文~i!考﹒物異四》記~: r嘉泰四年三月 7 卵，行都大火，治尚書

省、中毒省、框密院、六告~、右丞相府...... ，烽民.I.三千七十餘家。 J (臺北:臺;每

商務印書館， 1987 年) ，卷 298 '頁 2359 。

19 r檢女供花，份兒行酒 J '二句的解釋是根據陳書良隻注:(姜臼石詞覽注> (北京:

中華書局， 2009 年) ，頁 230 、 232 :劉乃昌編著:(姜變吉司新釋集評> (北京:中國書

店， 2001 年) ，頁 182 。叉，青門走來青門的簡稱，據(宋〕浴室兌友《成淳臨安志》

云: r 來青門，俗，乎菜市門。 J (臺;H;.:大化書局， 1987 年《宋元地方志叢書》本) ,

第 7 冊，卷 18 '頁 4065 。因此在菜市門附近看見市并小民賣花、實泊的情形，應是

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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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曲獻仙音﹒張彥功官含在鐵;台嶺上，即苦之教坊使宅。高齋下蠍湖山，

光景奇絕。予數 i迪之，為賦此。〉

虛閣籠寒，小簾通月，暮色偽憐高處。樹為維宮，水平鳥也道，湖山盡入尊

鏈。奈楚客、淹留久，站聲帶愁去。 屢回顧。過秋風、未成歸計，誰

念我、重見冷楓紅舞。喚起淡妝人，閃過仙、今在何許?象筆驚羹，甚而

今、不道秀句。怕平生直函，恨，化作沙 i是煙雨。(頁 102-103 )

若就(法曲獻仙音〉的詞序來看，應將此詞歸在遊賞詞。但詞的上閱於觀景中已

透發感傷，末三句悲慨的詞情已然托出 r 奈楚客、淹留久，站聲帶愁去。」亟

欲歇止漂泊的生渣，歸家安定的強烈渴望，在下闋「屢回顧。過秋風、未成歸計」

中文再重複一次。 20姜龔自小與父、姐住在湖北的漢陽、漢川，中年以後舉家來

到抗州定居。從「鐵冶嶺」、「離宮」兩處地名知道，姜要人在抗州。 21已寓居

杭州多年的姜贅，卻想著那河的舊家故鄉，對姜襲來說，家園的感覺意識，是黏

附在小時候生長的地方，那裡的父老鄉親，生活環境，構成在時間上的「永恆」

與「凝定 J '成為記憶安穩的空間。試觀 u完溪沙〉、(探春慢〉二詞之詞序所去:

〈流;真沙﹒予女須家河之山陽，左臼湖，右雲夢:春水方生， j畫數千里，

冬寒沙露，衰草入雲。丙午之秋，予與安錫或蕩舟採菱，或舉火宜兔，或

觀魚筆下;山行野吟，自過其過; :!虛悵望，因賦是閉。) (頁 16)

〈探春慢﹒予 a 孩幼從先人宜于古河，女須因嫁焉。中去復來幾二十年，

豈惟姊弟之愛，河之父老兒女子亦莫不予愛也。丙午冬，千巖老人約予過

苦霄，歲晚乘 i壽載雪而下，顧念依依，殆不能去。作此曲別鄭次采、辛克

清、姚剛中諸君。) (頁 17 )

「憑虛悵望，因賦是闋 J ' r顧念依依，殆不能去 J '二詞詞序表徵的是對那河舊

鄉無限的眷眷之惰。而抗州則是他「移動的家園 J '他在抗州至少遷移過四次， 22

2。 此說依據陳書良隻 j主:<姜台石詞隻注>，頁 272-273 ;劉乃昌編著:<姜變吉司新釋集評> '

頁 213-214 。

21 r 鐵;台嶺 J '在杭州雲居山下; r離宮 J '此處是指杭域:青波門外孝宗住過的行宮「家

景國」。參閱〔宋〕周密:<武林當事﹒故都宮殿} ，卷 4 '頁 390 。

22 姜變曾居於吳山三茅觀附近、孤山西泠一帶、城東青門近處、以及杭城某處的山草堂。

參見夏承~ : <姜色石吉司編年笈校﹒行實考﹒行 Z亦) ，頁 234-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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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寓居杭州二十餘年，杭州卻不是他意識中「恆定的家園 J .他文雅生活的精神

共鳴在此，經濟生活的依存條件也在此，但是內在卻還有一股聲音說著「歸去!

歸去! J 因為他怕在杭州把「平生幽恨，化作沙邊煙雨 J '隱居西湖孤山有如林

通的生命形式，雖是他要追尋的型範，但他更憂懼旅食杭州的城市生活，最終會

把他的夢想、志氣、人格、奮鬥消磨(看他是如何接二連三參加科考，呈獻音樂

著作) .他怕這一切全「化作沙邊煙雨」。他這一生做為「文人」的價值，在這

座城市中，意義的完全、完整，是否真的可以挺立?那河的舊家故鄉，是「記憶

的空間 J .可以保留無限想像的美好，兒時依附父親，少時依附姊姊，都是理所

當然，內心不必愧憾。而抗州卻是他此時，以及日後生活依存的「現實的空間 J •

有美好，也有辛酸，特別是張鑑過世之後，他的生活經濟來源，依靠幫書賣字為

活，生活更是不穩定. r 晚年倦于津梁，常做居西湖，屢困不能給資，貸于故人，

或賣文以自食。」 23在杭州，他形成依附與被依附者的雙重身份，為了經濟，他

依附貴家;然而他叉是妻兒所依附的人，他需要提供一個「家 J ·可以庇護下一

代，庇護「學作人間字」的「嬌見 J • r 乘肩」的「小女 J .提供遮蓋外部風雨

的地方。「平生幽恨，化作沙邊煙雨 J .這闋詞指涉了男性在城市經濟生活底下

的脆弱、深沈、複雜而叉悲慨的情感。

張鑑過世之後，姜要過著曹文賣字的生活，雖說居抗之前已有過賣字為生的

日子， 24但是恐末將「曹文賣字」一事放入專業市場，做的僅只是游擊式的販售

形式。

然而杭州因為雕版印刷發達，商業網路活絡，文化人口眾多，購買潛力深厚，

構成絕佳的文藝發展條件。杭州的書商看到這個商機，串起這些優異條件。例如

坊刻中的翹楚: r 陳宅書籍舖」主人陳起，從嘉定十年至寶祐四年( 1217-1256)

均經營書舖， 25他在實慶元年(1225)為一些低階官員、在野的江湖丈士刻印詩

集:(江湖集).(江湖集〉成為彼時「江湖詩派」的主要標誌。然而江湖詩派的

23 (明〕張羽: <臼石道人傳) ，引自夏承~: <姜臼石詞編年隻校﹒附錄一﹒集事) ，頁

322 。

24 陳造〈次姜兌章錢徐南與 F頒二首〉詩曰: r姜郎未 f士不求田，倚賴生涯九萬吏。租車足

珠單是肯分我. ;II::.關當有合肥船。」引自夏承~ : <姜臼石詞編年笈校﹒附錄二» .頁

336 。

25 黃頭靜:(南宋出版家陳起研究) (臺;II::.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06 年) .頁 II 0 陳起

經營書鋪期間，曾於寶慶初年因《江湖集》詩 j步毀謗朝政，而坐罪;筑面己，但不久 IIp 蒙

赦遷，繼續經營書肆。參間是書頁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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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應在嘉定二年( 1209) , 26並由於抗州出版事業蓮勃，書肆林立， 27可以推測

出版詩詞文集的熱絡積極，應更早於陳起刻印〈江湖集〉之時，只要「作者受人

歡迎，作品有人珍愛，那就可以待價而泊。」 28就可以在各個城市之間廣泛流通，

戴表元〈刻源集) (石屏戴式之孫求刊詩版疏〉說: r故其吟篇朝出鍾板，暮傳咸

陽，市上之金，咄喔是口，通雞林海外之船，貴重一時。」 29抗州書商為他們刊

印、販售、流通詩集。於是，文學作品可以透過市場的機制，而獲得廣泛的傳播，

詩詞從主觀的抒情遣興功能，進入客觀的銷售市場，書商為這些文人架起獨立於

政治仕途、干誦權貴、隱居山林之外的第四條路， r 市場經濟」成為他們支付生

活所需的來源。在江湖詩人群中最重要的典型代表就是姜憂。姜要詞的版本在南

宋可知者有 3 種刻本， 30傳刻至今有 41 種之多 ;3l男有陳起刊刻姜要詩 l 種。其

中的宋版書深為文人所愛，流傳甚久， (曾時燦序陳撰本〉云: r 白石道人自定詩

l 卷，僅一鍾板于同時臨安陳起，故流傳鮮絕。......此為錢塘陳氏玉几山房勘定

本，最為完善。泊石帝詞 l 卷，亦多世本所未見者。愛請合刻之廣陵書局以行。」 32

曾時燦是清代康熙時候人，也就是說，清代猶可見到姜婪的宋本詩詞。而這一現

象，顯現姜要詩詞受人喜愛的程度，經得起市場機制的考驗之外，也表徵出杭州

雕版印刷的精美與發達，抗州城市經濟的蓬勃，與文化人口康多所形成的良好文

藝環境，足以提供離開張家，流落江湖的姜要「獨立生活」的可能。

姜要詞的流傳，見證抗州的繁盛。杭州，成為姜要必須選擇賴以依存的空間。

(三)追憶愛情的幽境

合肥情事是姜要詞中的一大主題，(白石詞〉中有 26 首作品反覆談到這段「年

少浪跡 J «霓裳中序第一〉語)的往事。"姜要寓居杭州期間，已是從中年步入

26 張宏生:(江湖幸存派研究) (北京:中華書局， 1995 年) ，頁 23 。
;;; 南宋杭州書舖舖名今可考材者有16 家。黃糊韻t靜手:(南宋出版家陳悅匙研究)，頁 η

張旭、要煒: (江湖詩人與仕隱傳統的分離一一一古代城市經濟的繁榮與文人創作主體

29 意識的催生) , (太原大學教育學院學報» 2008 年 6 月第 26 卷土曾刊，頁 40 。

〔宋〕戴表元:(剎源戴先生文集» ' (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 1965 年《四部叢刊》

初編本) ，卷 24 '頁 l 的。

30 玉兆鵬:(詞學史料學) (北京:中拳書局， 2009 年) ，頁 215 。

31 玉兆鵬:(唐宋詞史論)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3 年) ，頁 84 。

32 引自夏承;& : (姜臼石詞編年隻校﹒各本序1.t) ，頁 189 。

33 除了夏承 7義《姜臼石詞編年隻校﹒行實考﹒合肥詞事» '頁 269-282 所列的 23 首作品
之外， (淒涼犯〉、〈鹿島鴿天﹒正月.十一日觀燈〉、〈鴻鳴夫﹒元夕不出) 3 首， 4為其辭

意，也應是涉&.合肥情事，故共為 26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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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詞人，但是對那段年少愛情的追憶卻一直貫徹到他生命的晚期，在他內心

底層來回反覆吟詠，在時間的流轉中，在記憶的空間裡，永遠年輕而深沈'純潔

而憂鬱'對所愛之愛，始終如一。

本節無意討論這段情遇的細節，關注的是當他已然不再與合肥妓見面，遷居

抗州以後，杭州這片空問成為他追憶愛情最終的地方，它是愛情「曾經的實境 J '

也是他透過文字、想像所延伸的「心靈的虛境 J '此虛境所呈現的是與當下實際

空間不同的場所。

例如(暗香〉一詞，是姜要於光宗紹熙二年 (1191)為范成大寫於蘇州石湖

的作品，但因為文詞內容所言的地景是杭州西湖，故列入杭州詞。此詞揭示的正

是追憶與合肥歌妓攜手賞梅西湖的舊事。西湖是這段愛情「曾經的實境 J .曾在

「梅邊吹笛」、也是「曾攜手處」。西湖，在過去的「舊時 J '是實際的空間。然

而辛亥之冬在蘇州石湖范家的當時，西湖是他填詞時所延伸的「心靈的虛境 J'

寂寂的江園、夜雪初積的大地、叉片片散盡花瓣的梅林，是他延伸想像所構築的

虛境，並非他當時「身之所在」的「實境 J' 也非彼時攜手共遊的「曾經的實境 J '

而是透過「長憶」延伸「曾經的實境」所建構的想當然爾的「虛境」。詞裡的西

湖，疊現虛實二境，成為儲存愛情的私密空間，藉由文字，再一次重溫那一段如

詩的青春。

叉，慶元三年( 1197) 抗州元宵前後，姜要緒緒不忘舊惰，連續寫了多首的

(鵰搗天) 0 (鷗搗天﹒正月十一日觀燈〉、〈鵰搗天﹒元夕不出〉二詞，雖以元宵

的燈節為主題，卻都在下闋帶出憶舊的情懷。而(鷗搗天﹒元夕有所夢)、〈鵑搗

天﹒十六夜出) ，寫作的重點已不在元宵的節慶，而是往日的情事自內心深處緩

緩滲出的黯然追憶。詞云:

〈鵡塢夭﹒正月十一日觀燈〉

巷陌風光縱貫峙。籠紗未出馬先嘶。台頭居士無呵殿，只有乘肩小女隨。

花滿市，月侵衣。少年情事老來悲。沙河槍上春寒淺，看了遊人緩緩銬。

(頁 67 )

〈鵡鳴夫﹒元夕不出〉

憶昨天街預賞峙。柳怪梅小未教知。而今正是歡遊夕，卻怕春寒自縫Jt-。

簾寂寂，月低低。舊情惟有給都詞。芙蓉影暗三更後，臥聽鄰娃笑話歸。

(頁 68-69 )

• 200 •



香冷西湖一一論姜變詞中的杭州書寫

「沙河塘」位於杭州城南，可通錢塘江，宋時為燈火繁華的闌闌之地，故多歌妓

寄居，蘇軾(虞美人〉有 r沙河塘稟燈初上，水調誰家唱」之語。 34姜要於元

月十一日肩乘小女出遊賞燈，在「花滿市，月侵衣 J '燈月交輝，小女相隨之時，

卻不由然想起「少年情事」。沙河塘的元宵燈節如此熱鬧，身旁雖無車馬隨從，

至少有個親人小女相隨。但在沙河塘熱鬧巷陌中遊走，在天真無知小女的相伴

下，他的內心卻有一股寂寞荒涼， r 少年情事老來悲 J '一囡情感的落空，一因

老大無成。春寒雖淺，卻還是有著寒意;若然情事雖遠，卻還藏著悲涼。緩歸的

遊人，對比他內心滲出的愁思，沙河塘深夜逐漸空寂的空間，卻漸漸佈染了他的

憂傷，此時， r沙河塘」成為他個人極為私密相思的幽境，無關遊人，無關小女，

純粹的個人的幽密空間。

(鵑搗天﹒元夕不出)一詞和(鵰搗天﹒正月十一日觀燈〉一樣，是在輝煌

的元宵節序裡'引發內在黯然的舊情。都城元夕的「天街 J' 累人歡遊;斯人卻

獨怕春寒，自掩柴扉，在「簾寂寂，月低低」的小空間裡'追憶舊惰，展閱音日

遊抗書寫的舊詞，此乃是「憶來唯把舊書看」之意， 35沈浸在舊日文字裡暗思前

塵往事。此時，杭州姜婪的自家宅院，一如「沙河塘 J '是盈滿他追憶舊情的幽

境，在「簾寂寂，月低低」的小空間，獨自品嚐，獨自回味。

此詞或以為是緬懷沖京燈夕的盛況，隱含故國之思。 36因宋人丁仙現有一閱

(緯都春﹒上元) ，歌詠沖梁燈節的繁華，京城昇平的氣象。以「緯都」為北宋

沖梁，可;然以「緯都」為南宋杭州，亦無不可，因為杭州也是都域，此其一。

第二，此詞與上闌〈鷗搗天﹒正月十一日觀燈〉在語境的鋪陳上是相當類似，尤

其後三句 :r舊情惟有緯都詞。芙蓉影暗三更後，臥聽鄰娃笑語歸。」與「少年

情事老來悲。沙河塘上春寒淺，看了遊人緩緩歸。」都寫花燈影暗，遊人散歸之

後，翻出黯然神傷的情緒。第三，後兩闋〈鵰搗天﹒元夕有所夢〉、(鵑搗天﹒十

六夜出)都寫懷思合肥妓，此 4 首作品在情感上實有其相續的連貫性，特別是(鵰

搗天﹒元夕有所夢〉一詞，是姜要所有書寫合肥情事作品中，記述時地最為明顯

者，詞去:

34 (宋〕蘇軾著，鄭同慶、正宗堂校注:~蘇軾吉司編年校注) ，頁 67 。

35 韋莊〈古龍溪沙〉詞，見曾昭峨等編:~全唐五代吉司) (北京:中華書局， 1999 年) ，頁

152 。

36 陳書良:~姜臼石詞靈;主)，頁 195-196 。此說承包夏承j:、吳無聞:~姜台石吉司校j主》

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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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鵡鳴天﹒元夕有所夢〉

肥水朱:史無盡期。當初不合種相思。夢中未比丹青見，暗襄忽驚山鳥啼。

春未緣，鬢先絲。人間別久不成悲。誰教~歲紅蓮夜，兩處沈吟各 a 知。

(頁 69 )

此時姜要已經四十餘歲，距離合肥初遇，已二十餘年，但是深情依舊，前兩闋是

把觸發的情感，僅以一句話提現。但這份感情，從十一日觀燈引燃之後，不斷在

心中縈繞累積焚燒，十五日元夕不出，展閱「緯都」舊詞以後，熾然的情感終在

元夕是夜因思入夢，夢見所戀的合肥妓。醒來把酸楚悲抑的情感和盤托出 r肥

水東流無盡期，當初不合種相思。」是懊悔有當初的相愛嗎?不然，此話正言若

皮，是這份情感太過刻骨銘心，故教「歲歲紅蓮夜，兩處沈吟各自知。」只要是

張掛花燈的元宵夜，君之恩我，亦如我之思君，儘管兩地分隔，卻是兩心相應，

情感從未、也無可轉移，他甚至把合肥妓的身容丹青圖畫，夢醒後趨近畫前，恍

惚覺得夢中影像，不若他保留的圖像真切。這樣的無可奈何，在杭州此處的「人

間別久」裡，表面似不成悲，實則不然，沉埋心底的檔恨，在「葷路珠簾 J ' r 千

枝銀燭」妝點的紅樓下，一樣泛開，抗州鼓聲漸遠，遊人散去的天街葷路，叉成

為承載他惆悵摯惰的幽境，他在京擎的惆悵無人可識，唯月相知。

(四)自然詩意的物景

杭州湖山清麗，許多詞人在此留下純粹描繪自然山川景物的作品，若潘聞所

寫的 10 首(酒泉子〉書寫杭州、|自然的景致，張錯的〈蝶戀花﹒南湖〉、(蝶戀花﹒

挾翠橋〉記述南湖風光，周密的 10 首(木蘭花慢〉組詞刻畫西湖十景。姜要 27

首杭州詞裡，卻無純粹歌詠自然山水之作，其自然山水是映襯在其憂唱家國之

恩、漂泊江湖之感、追念逝情之恨裡。而以「自然」佈景，或描寫「地景」為主

題的作品甚少。 37他以「自然」為元素，側重「自然」本身之描述的作品主要是

落在他的詠物詞裡。

姜要有 27 首詠物詞， 38其類別包括(一)、純粹就物寫物之詠物詞，如(虞

美人﹒賦牡丹) ; (二)、觸物而感與借物抒感，感物言志、感物抒情之詠物詞，

37 (喜這鶯慢﹒功甫新第落成〉一開可算是描寫地景之作。

38 趙曉嵐《姜費與南宋文化》云詠物詞有 28 首，見是書頁 157 。然其中〈驚~繞紅樓〉

多言人事記遊，僅上月二語言及梅花， 1暫不宜列入詠物詞，故本文歸納為 27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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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淡黃柳〉之詠梅、柳; (三)、以物帶景之詠物詞，如〈←算子﹒月上海雲沈〉

之詠梅，在進行詠梅的同時，帶出孤山西泠、水沈亭一帶之梅林地景的描寫。姜

要歌詠杭州風物之詠物詞有(暗香)、〈疏影卜 39 <高溪梅令〉、〈←算子) 7 首、 40

(念奴嬌〉、(齊天樂)等共 12 首。(暗香)、(疏影〉、(高溪梅令〉雖寫杭州之梅，

但較偏重主觀意念的合攝，所詠物象有著濃重的「言志抒情」的成分; <齊天樂)

於歌詠膝蟀的同時，也藉螃蟀吟聲傾瀉人間思婦、旅人、君王之幽恨，與〈暗香〉、

(疏影〉、(高溪梅令〉同屬姜要第二類的詠物詞。而(念奴嬌)、與(←算子) 7

首則屬於第三類的詠物詞， 41從這幾闋詞作可以窺看出杭州「地方」的風光，只

是這類的詞作， r物」是主， r景」為輔;不似上述潘閩、張鐵、周密之作， r景」

是主，花木蟲魚等「物」只是山光水色畫面的裝飾，故本小節的標題以「物景」

稱之，最典型的代表作為(念奴嬌) :

〈念起嬌﹒予客武陵，湖北憲治在焉。古城野水，喬木參天，予與二三友

日蕩舟共間，薄荷花而飲，意象幽閒，不類人境。秋水且 j圈，荷葉出地尋

丈，因列坐其下，上不見日，清風徐來，綠雲 a 動，間于疏處窺見遊人畫

船，亦一樂也。竭來吳興，數得相羊荷花中。又夜泛西湖，光景奇絕;故

以此句寫之。〉

闖紅一輛，記來時、嘗與鴛鴦.A侶。三十六咬人未到，水佩風裳無數。翠

葉吹涼，主容銷;函，更灑謊蒲雨。嫣然搖動，冷香飛上詩句。 日暮。

青蓋亭亭，情人不見，爭忍凌波去。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風南 i譜。高

柳垂陰，老魚吹浪，留我花間住。回回多少，幾回沙際歸路。(頁 30)

39 <疏影〉一詞的評說，歷來頗為分歧，可參見黃兆漢編著《姜臼石詞詳注> (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 1998 年) ，頁 316-352 。本文採用術陸雲《唐宋詞還釋》的說法: r轉

頭處， Ifp 言深宮舊事，與〈暗香〉曲『舊時月色』相應。否則落花隨水及『主音色表曲』

句與壽陽何涉耶? .......=-曲藉花寫怨，一片神行。 J (臺 31::. :月實文書局， 1970 年) ,

頁 50 0 <疏影〉下丹轉頭處既與〈暗香) r 舊時月色」相應，同是「藉花寫怨 J '且寫

於同時 (1191)' 那麼既知〈暗香〉所寫者是西湖之梅，則〈疏影〉應也是藉西湖之

梅寫怨。因此本文亦將〈疏影〉定為杭州詞。

40 <卡算子〉組吉司共 8 首，寫作地點置在在杭州，但是其中第 7 首乃是歌詠越州昌源的古

梅，故不列入杭州詞討論。見夏承~ : <姜臼石吉司編年隻校> '頁 96 。

41 <←算子﹒史都梅花八詠，發次噸。〉這一組詞實可橫跨第二、三類之詠物詞，因詞

中亦含有借物抒成之;意旬，劉漢初: (姜變詞的性情與風度一一從卡算子梅花八詠說

起) , <圖文學誌> 2006 年第 12 期，一文有深入細緻的分析。然本文側重其以物帶景

之描寫，故將之歸為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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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闋詞是姜要詠荷的名篇。就本篇詞序陳述清遊的地方而言，可歸於姜要抗州詞

的第一類:表徵「遊賞雅集的空間 J '所遊的地點在荊湖北路武陵的古城野塘、

湖江吳興的荷塘、與抗州西湖。但是詞作的文字未涉及「遊賞雅集」的內容，所

書寫者為一帶有詩意性之純粹「物景」的描繪。因為: (一)、詞中的「玉容」

佳人、「爭忍凌波去」的仙子，並非寓指合肥妓或小紅，並非以花擬人，乃是以

人擬花。(二)、詞作不含濃重的主觀意念與情感，而是對荷花作客觀的描寫，

雖說詞人擔心「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風南浦 J '怕因天寒猶如舞衣的荷葉容易凋

零，但是詞人「怕」的情感，並未融入荷花中，無所謂寄託遙深之意，這裡人是

人，荷是荷，人、荷並未交融，並未渾化為「物我一體 J '故言客觀地描寫荷花。

(三)、寫荷的同時，荷花迪週鋪開的自然空間，呈現的「物景 J '展示了抗州

「鬧紅一惘，嘗與鴛鴦為侶 J • r 三十六肢，水佩風裳無數 J • r 花間回回」

「沙際歸路」的地方之美。

叉， (←算子﹒吏部梅花八詠，要次韻。)這一組詞是姜婪、張錯次韻吏部

曾三聘的作品，但是三人互相酬唱之作。因為張鐵有一首(←算子﹒常記十年前〉

所用的韻字與姜要這組詞的第一首(←算子〉完全相同'的其序去: r 無逸寄示近

作梅詞，次韻回贈。 J r 無逸」即曾三聘的字。 8 首之作，除第 7 首詠越州之梅以

外，皆寫杭州梅景。梅花因其花姿清雅，花香清芳，於寒冬風雪中綻放，故在傳

統文學中，一直被賦予高潔的人格象徵，乃是文人鍾愛書寫的題材。姜要愛梅，

其詞品亦似之，劉熙載說: r 姜白石詞幽韻冷香，令人把之無盡，擬諸形容，在

樂則琴，在花則梅也。」 44梅詞是姜要詠物詞中數量比例最高者，有 17 首，寫杭

州的梅詞就有 10 首，而這組詞就佔了 7 首，從書寫「組詞」的數量觀點來看，

姜要對杭州之梅格外珍情，從各方面描述他愛梅、賞梅的詩情雅趣，如:

夢梅: I 夢繞青青路。」

訪梅: I 因旬凌風垂下看」、「又過林通處」、「行過西泠有一枝」、「又

見水沈亭」、 I)碎幹石斜妨，玉蕊松低覆。日暮冥冥一見來，略比

42 曾三聘 (1144-1210) 字無逸，江西臨江新途縣人。

的 〔宋〕張錯〈卡算子﹒無逸寄示近作梅詞，次音員回贈。〉云: I 常記十年前，共醉梅

i是路。 )}IJ 後頻收尺素書，依舊情相與。 早願 ~p ，來看，主照花深處。風暖還聽柳 l繫

鶯，休唱閒居賦。」唐圭瑋編:<全宋詞﹒張鉛> '第 3 舟，頁 2132 。叉，曾三聘詠

梅詞今已不存。

44 (清〕劉熙裁:<詞概> ' <詞話叢編》本，第 4 冊，頁 36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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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時瘦。 J r下竺橋邊淺立時，香巳漂流卻。 J r惆悵西村一塢眷，

開福無人賞。 J r 老子尋花第一番，常恐吳兒覺。」

惜梅: r萬古西湖寂寞 4年，惆悵誰能賦。 J r 下竺橋邊淺立時，香巳漂流

卻。」

賦梅: r涼觀渴初醒，竹閻吟境就。 J r 家在馬城西，今賦梅屏章。」

摘梅: r摘蕊嘿禽飛」、「一伯和愁折」

坐飲賞梅: r花下鋪也把一盃，緩飲春風影。」

月下賞梅: r梅雪相兼不見花，月影玲瓏徽。」

松下賞梅: r 雲綠裊裊玉萬枝，別有仙風味。」

這般多接、細膩而優雅的觀賞方式與角度，除了表徵姜龔創作能力之高，生活品

味之雅以外，也顯現出南宋高雅精緻文化的成熟，這是文化氛圍薰染之下一個足

堪代表南宋時代此一方面之成就的文人。此外，組詞的主題是詠梅，但卻藉由詠

梅帶出抗州地方一系列之賞梅佳處，如:

之一: r遺風臺」、孤山的「林通處」

之二:孤山之萄的「西泠橋」、孤山之北的「水況亭」

之三:孤山之麓的「涼觀」、孤山之萄的「竹悶」。

之四:餘杭門外羊角堤間的「馬城 J '姜費晚年居家於此。

之五:下天竺重山教寺前的「下竺橋」。

之六:孤山後的「西村」

之八:清淡門外的「御拖 J '即眾景圈。

姜要尚在詞後自注賞梅地點的確切方位，如 r涼觀在孤山之麓，南北梅最奇。

竹閣在涼觀西。」並梅品之名，如「綠粵、橫枝，皆梅別種，凡二十許名。」與

梅景為何，如 r 聚景官梅，皆植之高松之下，正蔭歲久，專盡綠。」姜要這組

詞所呈現的有如書寫7一部南宋杭州的「賞梅指南 J '透過他的文字可以重構南

宋抗州的「賞梅路線 J '他在(←算子〉組詞中，為杭州的「梅花地景」留下了

珍貴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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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姜藥杭州詞的藝術特徵

(一)水墨空軍憲趣的運用

姜要善於詩詞，也精於書樂。他的平生著作，多完成於四、五十歲居杭期

間。就書學而言，嘉泰三年( 1200) 他著成〈緯帖平) 20 卷，“男有(跋王獻之

保母帖〉、(定武舊刻旗帖跋卜(旗帖偏旁考〉等文;“嘉定元年 (1208) 天臺謝

采伯叉為之刻〈續書譜}書分 20 則， 47是一部書論的重要著作。其書法造詣深

雅，謝采伯謂: r 閱其手墨數紙，筆力過勁，波瀾老成。」 48陶宗儀〈書史會要〉

稱: r 白石書法，迴脫脂粉，一洗塵俗。」 49姜糞傳世墨蹟不多，就現藏於故宮博

物院的〈跋王獻之保母帖) ，可以看出他的小楷用筆確實嚴謹精到，風格典雅俊

潤，清新脫俗。

由於姜要深具書法美學的涵養，因此他的詞作「設色」也有著書法的水墨趣

味。 5。他的用字不追求視覺上色彩的豐富，而是把人間這一切濃郁繽紛的「紅塵

彩繪」在比例上降到最低，他經常使用的是書法所追求的「黑白空間」結構， r 墨

色濃淡」的感受，以及運用毛筆嬉漏水墨可形成「點染之間」畫面的搭配，把一

種水墨方能表現出的清雅質感和素淡情味，展現在詞上。馮煦{萬膺論詞〉曰:

「石帝所作，超脫蜈逕，天續人力，兩臻絕項，筆之所至，神韻偎到。」 51馮煦

所謂「超脫蜈逕」的神韻，可從此一角度來考察。以其名作(暗香〉為例，整闌

詞的畫面以「月色」爵的底色，那必然造成一個黑與白的空間構圖，或近似黑白

的空間構圖。以月光所映之處為「白 J' 無光之處為「黑 J' 而夜裡的黑，卻還有

著「墨色濃淡」的感受，近光處墨色淡，遠光處墨色濃，遮光處則全黑。「舊時

的 《鋒帖平) 20 卷，亡俠 14 卷，今存 6 卷。

46 參閱夏承j; : (姜臼石 1司給年隻校﹒行實考﹒著述) ，頁 241 。

的 〔宋〕姜變揍，謝采伯刊行:(續審吉普) ，此書傅本多種，據《四庫全書》本所裁凡

20 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發街類一，第 813

冊，頁 555-562 。“ 〔宋〕謝采伯: (續審吉普﹒序) ，見美費:(續書畫普) ，頁 553 。

49 (明〕舟宗儀:(書史會要) (1929 年式進陶氏逸圖景刊洪武本) ，卷 6 '頁 38 。

SO 姜，每詞的水墨趣味有水墨畫的意境，然而水墨畫實由書法發展而出，宗台等〈論中西

畫法的淵源與基礎〉云: r 中國特有的藝術『書法』實為中圓繪畫的骨幹，各種點線

斂法溶解萬象越入重處妙境。 J (宗臼華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

第 2 集，頁 101 。故本文言其詞作「設色」之本乃是來 ijt 法的水墨趣味。

SI (清〕馮煦 :(~A怪論詞)， (詞話叢編》本，第 4 冊，頁 35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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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若以詞人「我」在之處是光照的「亮白 J '那

一旁的「梅」必然有因近光、遠光、遮光造成的墨色濃淡不一的視覺感受，這就

構成了詞中一小片「黑白空間」的構圖，也有「墨色濃淡」的差異感受。如是，

「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 J ' r 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等，詞中切開的小片

空間，皆可作如是觀，這幾處小片的「黑白空間」畫面連結，就形成一幅完整的，

可名之日「暗香」的水墨畫。

再就水墨的「點染之間」搭配而言， r 江國，正寂寂 J' 是以水墨作最大空間

的渲染。「歎寄與路遙，夜雪初積 J '畫面中的「路 J' 由某一地點「點」而拉成

「線 J '最後路線消失在大面積水墨渲染的寂寂江園的遠方，為表連近的距離，

「路」之墨色必然由濃趨淡。

然而詞中有「翠尊易泣，紅專無言」二語，豈非著彩?先著、程洪〈詞潔輯

評〉去 :r昧梅嫌純是素色，故用Ii'紅尊』字，此謂之破色筆。叉恐突然，故先

出『翠尊』字配之。說來甚淺，然大家亦不外此。用意之妙，總使人不覺，則烹

鍛之功也。」 52先著、程洪認為姜賽因嫌畫面純是素色，故用「翠尊」、「紅粵」

二色予以「破色 J '此說可存，但是這個說法只理解到一層;另一層意義可以從

修辭法的「反襯」角度來思考，即如同「鳥鳴山更幽」 53這句詩所呈現的意境效

果一樣，鳥鳴聲反而更加凸顯山中的清寧幽靜。以此相推，那麼詞中出現的翠、

紅二色，表面是為了「破色 J '其實畫面點出「翠尊」、「紅耳」的色彩，是更加

凸顯「月色照我梅邊吹笛」、「江國正寂寂」、「路遙」、 r;夜雪初積」黑白世界的水

墨意趣，特別是「江國正寂寂」一語，呈現的是一片煙波浩渺的江南水鄉之景。

而「千樹壓、西湖寒碧 J' 乃是回憶的空間， r 千樹」壓得「西湖寒碧 J' 著一「寒」

字， r 碧」非「青碧 J '而是近於陰冷的「墨碧 J '色系傾向於黑，正符合其黯然

蕭索的心境。

(暗香〉一詞，是姜要於光宗紹熙二年( 1191) 三十六歲寫於蘇州的作品，

內容是追憶杭州西湖梅林舊事，屬於姜婪的前期之作。 54而其寫作地點在杭州，

屬於後期抗州詞的作品，其詞設色的表現手法更是如此，多數傾向黑白光影流動

52 (清〕先著、程洪揍，清﹒胡念始輯:«吉司潔輯評> ' «詞話叢編》本，第 2 舟，卷 4 '

頁 1359 。

53 (南朝梁〕正錯: <入若耶溪〉詩。

54 依照夏 jf<.j; «姜臼石詞編年踅校》一書所載，姜費可編年的最早作品是〈揚州慢) ,

寫於孝宗;享熙三年( 1176) ;最晚的是〈卡算子) 8 首，寫於寧宗開禧三年( 1207) ,
寫作時間有三十二年，若以寓杭時期為其後期作品，則〈暗香〉應屬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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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畫面:即「黑白空間」的結構. r 墨色濃淡」的感受，與水墨「點染之間」的

搭配。詞中畫面多用「月 J r 夜」等的冷色系字，如:

繡衣在半草符移，用中雙槃歸。( <阮郎歸> )

在涼獨自甚，情結。西窗又吹晴雨。......候館迎秋，離宮吊月，別有傷心無

數。( <齊天樂> )

花滿市.)3侵衣，少年情事老來悲。( <鵡為天> )

簾寂寂，用低低。舊情惟有鋒都詞。芙蓉，回晴三更後，臥聽鄰娃笑語蹄。

( <鵡鳴天> )

E音程忽驚山鳥啥。( <鵡塢天> )

鼓聲漸遠避人散，惆悵歸來有 R 知。( <鵡鳴夫> )

繞校三區，台頌歌盡明用。( <念故嬌> )

用上海雲洗，鷗去吳波過。( <卡算子> )

梅章相兼不見花，用~玲魂f斂。( <卡算子> )

摘蕊嘿禽飛，倚樹懸冰落。......生經曉煙平，古寺春寒惡。( <卡算子> )

虛閣籠寒，小簾通用，暮色偽憐高處。( <法曲獻仙音> )

這檬頻繁使用「月」、「夜」、「暗」、「影」、「瞋」、「晚」的冷色系，是

他構圖空間景象時，偏好書法之素淨水墨濃淡感受的關係。有趣的是，水墨色雖

較彩色素淨，但在最潔淨的月光照耀底下，在最簡單的黑、灰、自之間，因呈色

濃淡不一，其實也有千萬種不同黑白的變化，而能做到「無色而豔，無味而甘 J '

55側側動人之效。書法水墨與姜要詞之設色的關係，猶如繪畫色彩與周密詞之設

色的關係。周密深真繪畫素養，故杭州詞所呈現的空間，就時常流露出繪畫的景

趣或境趣的美感，而且設色工麗豐富，把千里繁華的杭州，寫得如李昭道的「金

碧山水」。不似姜婪的杭州詞，他呈現空間的主要調性，時常是一片水墨月白的

世界。一個人的藝術成就與他文學風格的表現，會有一定的對應性，可說是一種

「應然」的現象。

此外，有學者認為姜要偏尚水月冷色的運用，與其生平遭遇有關，趙曉嵐云:

55 (清〕包世臣: <月底修簫吉普﹒序) ，引自夏承;l : <姜臼石吉司編年踅校> '頁 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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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月、寒波是姜疊的耳1景焦點......這固然與其足跡所至乃江南水月之鄉有

關，也與 f玲、道兩家好以水月喻:有;家世界，好從錢花水月中透視人生之空

寂有闕，史與其時代動盪、前景暗淡而身世飄泊有關，由此而決定其發術

創作的審美取街。 56

除本文所云，姜要好用冷月、寒坡的意象，與偏尚運用水墨趣味有關之外;趙氏

尚認為，也與江南水鄉的地理風貌，以及他時時感到前景暗淡而身世飄泊關係密

切，此言甚佳。但是趙氏說 r也與佛、道兩家好以水月喻清涼世界，好從鏡花

水月中透視人生之空寂有關 J '則可待商權。姜耍的詩雖有少許幾首表達對禪院

生活的興味，但詩論中以禪喻詩、論詩並不明顯;詞作更無佛理禪機的成分與影

響。若云他往來交游，如朱熹、楊萬里、葛天民;欽仰的文學先輩，如黃庭堅，

多與佛禪關係密切，多研佛理，就論斷其詞之「水」、「月」意象的使用，與佛

理有關， 57恐有過度推論之虞。

(二)以少提多的敘事方式

姜要「以少提多 J' 運用「省略」的「敘事」手法，是姜要抗州詞藝術創作

的重要特徵。他時以三、四個字概括一件時事，或僅以一、二句詞記述一段本事，

反而在相襯的景物中泛入無限的傷感，宛如〈疏影〉傷二帝蒙塵，唯書: r昭君不

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 J (念奴嬌〉寫杭州宅舍遭遇火劫，僅是: r 一邱

吾老，可憐情事空切。」將倍大事件發生的原因、經過、結果的描述，盡可能地

大幅刪減，減低到微乎其微的地步，詞人有意將會毀的殘酷事實棄置不提，完全

由自己來承擔，沒有一句話讓讀者目睹大火焚屋，或火後殘破慘亂的場面。開頭

即以第一人稱追述他客游湖南湘禮一帶: r 昔遊未遠，記湘車間瑟，禮浦捐裸。」

次言移家抗州 :r 因覓孤山林處士，來踏梅根殘雪。讀女供花，信見行酒，臥看

青門轍。」上片結尾才含蓄地點明遭遇火劫: r 一邱吾老，可憐情事空切。」下

片就舍毀，寫其對古今世事興衰變化的滄桑之感。姜要藉由相關事物與前因後果

56 趙曉嵐:(姜費與南宋文化) ，頁 183 。

57 趙曉嵐: (姜變典南宋文化) ，頁 290-294 。

58 姜變「以少提多」的寫作方式，主要表現在「敘事 J 的題材方面; r詠物 J 的題材買.)

有或主手或筒的描繪，壘，詠荷的〈念奴嬌〉、童車總棒的〈齊夫樂) '.9.'1;是才。緊主題，細細

刻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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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照排比，讓讀者從想像與經驗中了知到「事件」的「存在 J '而抽離對火災

恐佈場面的「體認」與「目睹 J '運用「以少含多」的委婉方式來表達他的哀傷

與幽怨，由此遙契孔子讀美〈詩經﹒關雄):r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J '詩歌所能

展現的「溫柔敦厚」的典範，以及詩歌敘事所能達至的「極簡」風格。

再以(鵰搗天﹒元夕有所夢〉一詞為例，夏承買帳簧注此闋曰: r 白石懷人各

詞，此首記時地最顯。時白石四十餘歲，距合肥初過，已二十餘年矣。」 59姜要

言及合肥情事之詞有 26 首，而以這闋詞「記此人地事緣最明顯 J ' 60餘者可想，

其敘事內容之簡略，當叉在此詞之下。但所謂「記時地最顯 J '不過是他在杭州

寫下追憶: r肥水東流無盡期，當初不合種相思」二語，二人認識的詳細經過，

那名歌妓的容貌、衣著、姿態，甚至名字，後人一無所知，僅能從各闋詞零星的

文句，拼貼出一個大約的輪廓: r恨入四弦人欲老，夢尋千驛意難通 JC( 混溪沙») ,

知她是一名琵琶妓， r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 J C(暗香») ，知他二人

會共遊西湖， r舊情惟有緯都詞 J C(鷗搗天») ，知有寄情之作。對比晏幾道、柳

永、周邦彥等人描寫眷懼的歌妓來說，姜要描述事件、人物的筆墨寶為殊少。試

觀周邦彥的(瑞龍吟) ，那歌女的住處是: r章畫路，還見褪粉梅梢，試花桃樹。

情情坊陌人家。」容妝是: r 淺約宮黃。」姿態笑聲是: r筒人癡小，乍窺門戶 J '

「障風映袖，盈盈笑語」。曾與他「吟臆賦筆 J '伴他「名園露飲，東城開步。」 61

周邦彥對歌見的描述便顯得層次多面而詳細。更別說在柳永、晏幾道的詞中，時

常把他們所欣賞的歌妓名字、容貌、才華記錄下，柳永有(木蘭花〉四首，分詠

心娘、佳娘、蟲娘、酥娘四名歌妓，此外尚有英英、秀香、瑤卿諸佳麗，在〈樂

章集〉中均找尋得到她們清晰的身影，與世俗生活情昧的描述。在晏幾道〈小山

詞〉中，也可看見蓮、鴻、蘋、雲、玉蕭清麗的娟姿衣袖與搏婷的歌舞芳踩。姜

要一生只眷愛合肥妓一人，言及此事的詞篇雖多，但筆墨簡略，永遠以一、二數

語敘述他一生最為綿恆真摯的愛情，姜要「以少提多」的「敘事」方式， r含蓄

簡鍊」的寫作手法，標誌著一種傾向追求「質感」的美學精神，以不黏不滯的文

字創作，飄離開含有過多「生活語言」敘事的層次。

59 夏承~ : (姜臼石詞編年隻校) ，頁 69 。

60 夏承~ : (姜臼石官司編年隻校) ，頁 271 。

61 (宋〕周邦彥: (瑞龍吟) ，見《全宋詞) ，第 2 冊，頁 5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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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空之質的美學範式

「清空」是姜要詞的美感特質，語出張炎的〈詞源): r詞要清空，不要質

賞。清空則古雅峭訣，質實則凝澀晦眛。姜白石詞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 62張

炎論詞強調:詞要清空，清空則古雅峭拔。但是何謂「清空 J ?張炎以「野雲孤

飛，去留無跡」的「形象畫面」來象徵「清空」之意。然而這種「形象畫面」感

悟式的詮釋法，對「定義」而言，失之空泛。其含意，由後來的詞評家做進一步

的闡釋。

清代謝章挺〈賭棋山莊詞話〉曰: r詞貴清空，意欲清，氣欲空，太煉則傷

氣，太鬱則傷意。」 63則「清」應含詞意或意境之清. r 空 J' 指體氣之空，詞不

宜鍛鍊、鬱結過度。但是謝氏之說仍稍嫌簡略。劉少雄、鄧喬彬兩位現代學者做

了更細膩的解釋，劉云:

所謂清望者，蓋指酌理修辭時，能有清勁靈巧的手法，使作品氣脈貫串，

自然流暢，寫情而不膩於惰，詠物而不滯於物，呈現一種空靈脫俗、高曠

振拔的神氣，而一切筆法技巧卻又脫落無跡，渾然不可覓。 64

鄧曰:

姜費為人清高，他在「心企業」和「出筆」的創作過程中，選擇與『清』情

相應的景象事物，取其神涅特徵。......用清超之筆，辭意相當地構成完整

的意境。 65

修辭時，能有清勁靈巧的手法，不膩於情，不滯於物;並選擇與「清」情相應的

景象事物，用清超無跡之筆，辭意相當地構成空靈的意境，便是「清空」。趙曉

嵐依據鄧喬彬所言，對姜要所有詞作選擇的意象、用字做地毯式的歸納統計，而

得出姜詞含有清空美感特質的真體作法是因為:

62 [宋) ~喪失:<詞源、)， <詞話叢編》本，第 1 冊，卷下，買 259 。

63 [清)謝章挺:<賭棋山莊詞話負責編﹒湯成烈清;在詞) , <詞話叢編》本，第 4 舟，卷

3 '頁 3523 。“ 劉少雄: <南宋姜吳典雅吉司))f<.相關詞學論趨之探討) ，頁 117 。

65 鄧It彬: <論美變官司的清笠) , <文學遺產} 1982 年第 1 期，頁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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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品的清高耿介使其在意象選擇上，多耳1清雅之事物。·.....姜變特別喜歡

詠水、月意象。......當然，意象的清牙怪不僅與選擇有闕，史與塑造有關， ..

姜費好用寒、冷、 i膏、苦等詞措繪其意象，使所詠對象顯得清冷、?有寒、

清幽、清苦。......計用寒字 32 次，愁字 25 次，空字 19 次，清字 15 次，

亂字 13 次，冷字 12 次，幽字 9 次，其他悲、淒涼、寂寞等字亦所在多是，

頻率之高，實4罕見，更不用說無比宰00而只透露出寒意、苦意、涼意的詞了。66

劉、鄧、趙等三位學者對清空的解釋，甚為明晰。

不過，本文欲再補充說明的是，姜要抗州詞的內容和用語，時常離開「日常

親切生活」的層次，而做一種生活層次以外的精神伸展。他不追求「感官」體驗

的豐富，特別是「視覺」本身的豐富，包括人物造型的形象，敘述事件的細節，

繁多物件的鋪陳等，把這一切降到相當低的比例。例如姜要〈鵰搗天﹒元夕不出〉

與周密〈月邊嬌﹒元夕懷舊〉都寫元宵憶舊之詞，但是姜要對杭州元宵節序生活

的描寫，只有「而今正是歡遊夕，卻怕春寒自掩扉J ' r 英蓉影暗三更後，臥聽鄰

娃笑語歸 J' 簡約敘寫元宵燈節他的惆悵之情。周密於詞末也有懷舊的感傷 :r 前

歡讀省。叉葷路、東風吹鬢。蘭蘭倚醉，任夜深春冷。」但是感傷之前，仍用大

量筆墨書寫抗州市民過元宵的熱鬧生活: r九街月淡，千門夜暖，十里賣光花影。

塵凝步襪，送豔笑、爭誇輕俊。笙簫迎曉，翠暮捲、天香宮粉。 少年紫曲疏

狂，絮花蹤遍，夜蛾心性。戲叢團錦，燈簾轉玉，拚卻舞句歌引。」 67再如姜要

(念奴嬌〉寫寓居抗州，僅「撩女供花，僧見行酒，臥看青門轍。」寫出些許杭

州民間生活的景象。而前文提及，杭州的宅會遇!k一事，僅以「一邱吾老，可憐

情事空切」帶過，這是造成姜要詞「不染塵埃，不著色相 J '遠離人間塵味色相

的原因之一，沈祥龍〈論詞隨筆〉曰: r 清者，不染塵埃之謂;空者，不著色相

之謂。清則麗，空則靈。如月之曙，如氣之秋。」姜要清空的詞風，有如是的特

質存在。

四、結語

姜要之詞，清婉拔俗，自出機抒。他運用水墨空靈的意趣，以少提多的敘寫

“趙曉嵐:(姜費與南宋文化) ，頁 182-184 。

的 〔宋〕周密著，史克振校;主:(草窗詞校注) (濟南:齊魯番祉， 1993 年) ，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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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形塑出清空之質的美學範式。其詞展現他個人的美感特質之外，從其書寫

的杭州詞中，也可見出他與杭州地方互相融攝的關係。本文從「遊賞雅集的空

間」、「生命依止的歸處」、「追憶愛情的幽境」、「自然詩意的物景」四者，分別闡

述姜龔杭州詞的內容與表徵的意義。在每一闌抗州詞的背後，都含藏著姜要對文

化、歷史、社會或國家命運的觀感，也包被著他個人的經歷、感情與價值的選取。

透過他的詞，可以再現南宋抗州的風華，甚至重構在他蕭瑟心情底下，所反映出

的冷寂的地方感。「杭州 J .能成為地方文學的一個「符碼 J .姜要予有功焉。姜

要在這座城市中所留下來的生命旅程與圖像，所創作的詩篇，是增麗抗州地方文

學一座重要的林圈。

然而姜要在文學、音樂、書法的成就，有來自於他本身對文藝的興趣與愛好，

他自身具備的天賦與才能，但生活環境中有一群同好，與之相互酬唱，切磋詩詞

音樂、書法藝術所得的加持力量，也是他持續創作重要原因。在都城杭州，有最

多的文化人口，許多詞與音樂的愛好者，如世家子弟張鐵、張鑑、俞轍，國工田

正德，書樂家單煒，吏部曾三聘，丞相京鎧等等，時常與之交游唱和，他們讓姜

要絕美的心智才華，在其肯定讀美與友誼往來之間，在其經濟生活的支持之下，

可以保有敏銳美好的性靈，可以有所餘裕地書寫杭州，形成他詞格清雅，韻度飄

逸的作品。他們對優雅文化的喜好與支持，共同形塑了雅詞、雅樂良好的音樂文

學環境，建立了南宋精繳文化的高度。

徵引文獻

(一)古籍

〔宋〕吳自牧: (夢梁錄) ，收於〈東京夢華錄一外四種) ，臺北:大立出版

前士 • 1980 。

* [宋〕周密: (武林舊事) ，收於〈東京夢華錄一外四種) .臺北﹒大立出版

前士 • 1980 。

* [宋〕周密: (齊東野語) ，北京:中華書局， 1997 。

〔宋〕周密著，史克振校注: (草窗詞校注) .濟南:齊魯書社， 1993 。

〔宋〕姜要撰，夏承煮編: (白石詩詞集) .臺北:華正書局. 1981 。

〔宋〕姜要撰，謝采伯刊行: (續書譜)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年文

淵閣《四庫全書〉本。

. 213 .



國文學報 第四十九期

〔宋〕耐得翁: (都城紀勝) .收於〈東京夢華錄一外四種) ，臺北:大立出

版社. 19的。

〔宋〕張炎: (詞源)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8 年{詞話叢編〉本，第

l 冊。

〔宋〕趙令峙: (侯賄錄) ，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6 年〈叢書集成〉初

編本。

〔宋〕潛說友: (咸淳臨安志) ，臺北:大化書局. 1987 年〈宋元地方志叢書〉

本，第 7 冊。

〔宋〕戴表元: (劍源戴先生文集) ，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 1965 年〈四部

叢刊〉初編本。

〔宋〕蘇軾著，鄒同慶、王宗堂校注: (蘇軾詞編年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

2002 。

〔元〕馬端臨: (文獻通考)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7 。

〔明〕陶宗儀: (書史會要) ， 1929 年武進陶氏逸圍景刊洪武本。

〔清〕先著、程洪撰， [清〕胡念胎輯: (詞潔輯評)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

司， 1988 年〈詞話叢編〉本，第 2 冊。

〔清〕朱鼻尊: (詞綜)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1965 年〈四部備要〉本。

〔清〕朱鼻尊: (曝書亭集) .薑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9 年{四部叢刊〉

本。

〔清〕陳廷悼: (白雨齋詞話)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8 年{詞話叢編〉

本，第 4 冊。

〔清〕馮煦: (萬膺論詞)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8 年〈詞話叢編〉本，

第 4 冊。

〔清〕聖祖御定: (全唐詩)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78 。

〔清〕劉熙載: (詞概)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8 年〈詞話叢編}本，

第 4 冊。

〔清〕謝章鎚: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8 年〈詞

話叢編〉本，第 4 冊。

(二)近人論著

王兆鵬: (唐宋詞史論)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3 。

宗白華: (宗白華全集)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 。

俞陸雲: (唐宋詞選釋) .臺北:廣文書局， 1970 。

. 214 .



香冷西湖一一論姜變詞中的杭州、|書寫

*唐圭璋編: (全宋詞) ，北京:中華書局， 1998 。

*夏承無: (姜白石詞編年筆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張宏生: (江湖詩派研究) ，北京:中華書局， 1995 。

*陳書良: (姜白石詞簧注) ，北京:中華書局， 2009 。

曾昭眠等編: (全唐五代詞) ，北京:中華書局， 1999 。

*黃兆漢編著: (姜白石詞詳注) ，薑北:臺灣學生書局， 1998 。

黃韻靜: (南宋出版家陳起研究) ，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06 。

*趙曉嵐: (姜要與南宋文化)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 2001 。

劉乃昌編著: (姜要詞新釋集評) ，北京:中國書店， 2001 。

*劉少雄心南宋姜吳典雅詞派相關詞學論題之探討卜臺北:畫大文學院， 1995 。

張旭、要煒: (江湖詩人與仕隱傳統的分離一一古代城市經濟的繁榮與文人創

作主體意識的催生) , (太原大學教育學院學報〉增刊詣， 2008.6 :

37-41 D

*劉漢初: (姜要詞的惰性與風度一一從←算子梅花八詠說起) , (國文學誌}

12 ' 2006 : 193-220 。

*劉漢初: (說白石鷗搗天詞數首) , (東華漢學) 9 ' 2009 : 253-280 。

鄧喬彬: (論姜要詞的清空) , (文學遺產) 1 ' 1982 : 33-43 。

(說明:徵引文獻前棵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Chen, Shu-liang. Jiang Baishi Ci chianju (The Annotations of Jiang Baishi's Ci

Poems). Beijing: Chunghwa Book Company, 2009.

Huang, lao-han. Jiang Baishi Ci shianju (The Detailed Annotations of Jiang Baishi's

Ci Poems). Taipei: Student Book Company, 1998.

Lau, Hon-chor. “ Jiang Kuei Ci de Chingshing yu Fengdu: tsung 'Pu Shuan Zi'

Meihwa Ba Yung shuo chi (The Nature of Jiang Kui's Ci Poetry: An Analysis

Based on His Rendition of “Pu Shuan Zi" in “ Eight Odes to Plum Blossoms"),"

Kuo Wen Shiue Zi (Chinese Journal), No.12 , 2006 , pp.193-220.

Lau, Hon-chor.“Shuo Baishi ‘Zhegu Tian' Ci shu shuo (A Discussion of Baishi's

"Zhegu Tian" Lyrics)," Dong Hwa Han Shiue (Dong Hw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9 , 2009 , pp.253-280

Lau , Shao-hung. Nan Song Jiang Wu Dianya Ci pai shaingguan Ci Shiue Luenti chih

Tantao (The Dianya Group of the Essence of Sentiment in Jiang Kuei and Wu

Wen-ying's Ci Poetry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Taipei: The College of Liberal

• 215 •



團文學 4且 第四十九期

Art of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95.

Sh悶， Cheng-tao. Jiang Baishi Ci bianian chian chiao (The Chronicled Annotations

and Proof-Reading of Jiang Baishi's Ci Poems). Shanghai: Shanghai guji Book

Company, 1998.

Tang, Kuei-zhang, ed. Chuan Song Ci (The Collection of Ci Poems in Song Dynasty).

Beijing: Chunghwa Book Company, 1998.

Zhao, Xiao-Ian. Jiang Kuei yu Nan Song Wenhua (J iang Kuei and Sothem Song

Culture). Hwa Dong Shi Fan Da Shiue Jung Kuo Gu Dai Wen Shiue Bo Shi Luen

Wen (Doctoral Dissertation o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of Huadong Normal

University), 200 1.

Zhou, Mi. Chi tong yeyu (Countryside Talks of the East Part of Chi). Beijing:

Chunghwa Book Company, 1997.

Zhou, Mi. Wulin jiu shi (The Old Memories of Martial Arts). Taipei: Dahlee Book

Company, 1980.

• 216·



•LIZ·

叫11llS~M‘正Jl~od!Jnoqz~UllH‘!J!可SlllS可qS!IlS~Ull!f'!n寬~Ull!f:SPJOM.A~草

°UJ~ntld

::>!l~qlS~1lInJ~::>IlJ~pUllsnou!wnl~qlpUll‘~IAlSiiu!l!JM.~su~puo::>~ql‘~lSlllIll~J~ql~

S有!J~u!lu!lld-qsnJq~ql:JoJ~pJO~qlU!sw~od!Jnoqz-iiullHS!qU!s::>!lS!J~pllJllq::>

::>!lS!口IIS!q~lllJlsnII!IIllqS~M.puy﹒正l!::>~qlql!M.InosS!qJOUO!su~q~Jd~qlpUll
正lPnoqz-iiullHPlo~qlJOJn~PUllJ~Ploq~qUll::>~M.sw~od!J~qluIO~JnlllU::>!l~odJO
~dll::>SPUlllpUll‘~AolP~II0::>~J0l~::>llldl~J::>~S呀U!A!JJOJpUlll~woq‘::>!snwpUll泛llldJOJ
~::>llds:s~A!p~dsJ~d17~qlWOJJ心l~od!Jnoqz-iiullHs‘!n)liiUll!fU!SiiU!Ull~W::>!JOqWAS
pUlllU~lUO::>~ql~Z正IllUll0lsldw~nllJ~ldllq::>訂ql°noqz-iiullHJO~Ido~dpUllpUlll
~qlUJ~::>uo::>sw~odLl‘w~qllS~UOWllpUll'!n)l~Ull!f正qu~n!J旭sw~od!J178U!IlW~J

~J~ql﹒反UnpJll::>正Jl~od!:::>noqz-iiullH呵呵1官司001OlAJllSS~::>~US!l!~::>u~q‘p0!J~d

lS~iiuOI~qlJOJP~A!J(聶華)!n)l~Ull!f~J~qM.~::>llld~qlS!(J+fr:Ja)noqz-iiullH

l~B.llsqV

(110Z‘£1lPdyp:ltd:l:l:ly~01OZ‘1£J:lqW:l:l:lQp:lA!:l:l:l"M)

~UO.l-ll!r‘un

SUI~Od!JS,!n)l~UB!f同noqz~UBHJO~U!l!JA\UQ

90L9-610I:NSSI
ON.LN':lJOlllJ:ltqpUll:l31103ulll:lS:lU!可;)JOtU:lwUlld:lG:!:ld!lll

(IIOl)Bll-6Bl'dd‘6v'IOA':lS:lU!可;)JOU!l:lIlOS
*績平園看萃"甜毆憂7J-圈:非憂﹒(Ef¥虫。。一圈j'g)BINBI豈宜質可+回響當海平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