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6

博览群书  2016/06

◎  丁  夏

·壹·

钱锺书（1910—1998）今日自是大名

鼎鼎，但三四十年前，知晓其人的还很有

限。20 世纪 60 年代初，美籍学者夏志清

在其英文名著《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对

钱锺书、沈从文、张爱玲等的小说大加推

崇，这一看法与当时国内通行的现代文学

研究结论相比，真如云泥相隔。不过，因

为当时中外文化交流极少，这本日后被誉

为“开创性”的著述，仅流行于港台地区，

大陆则基本不知。差不多二十年后，此书

方传入大陆知识界并引来相当的震动与共

鸣，钱锺书和他的《围城》开始逐渐为普

通读者所知。

夏志清当初大半不会料到，他对钱锺

书小说创作的表彰给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

竟然带来了“雪崩”似的影响。嗣后半个

世纪，钱锺书先因《围城》这部小说，再

由于他在中国古典文学、比较文学、古籍

研究等多个领域的杰出成就，得到中外学

者的高度评价，其势真如钱塘大潮来袭，

一浪高过一浪，乃至有学者不仅惊其为

“中国文化的最高结晶之一”，更痛惜“他

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 20 世纪同时

终结”（余英时语）。在其同辈人中，得享

此盛誉者屈指可数。当然，《围城》究竟

算不算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好的小说，恐怕

还是且也应允许见仁见智 ；现代作家中旧

学颇具根底，同时兼而受过西学熏陶，能

不沿袭“官本位”的特立独行者
—读钱锺书《宋诗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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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在现代学术上有所建树的，也并非钱氏

一人。时至今日，也有学者批评说，钱氏

是有学问而无思想，承认他的渊博而否认

他有理论建树。然平心而论，在整个 20 世

纪，能潇洒自如地出入于文学创作和学术

研究两个领域且卓有贡献，能融汇古今中

西之学问而别开生面，以前所未有的崭新

姿态风貌，对他人有开启思路之功而绝无

复制之可能，则除了钱氏的确没有第二人。

简言之，《围城》中的睿智幽默深刻，实来

自作者作为罕见大学者的牛刀小试，如能

因《围城》生出兴趣，进而去拜读作者其

他体大思深的学术著述，则受益更会多多。

可惜在笔者读大学时，即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即便是在国内最好的

大学图书馆，能借阅的钱氏著述，也仅有

《谈艺录》和《宋诗选注》而已。《围城》

和钱氏的散文名作《写在人生的边上》都

只有港台地区的盗版，国内的正版还未面

世。所以笔者读钱氏著述，是从偏于学术

的《谈艺录》和《宋诗选注》入门，更富

趣味性的《围城》反而是后来才有机会阅

读。相对而言，《谈艺录》因为用文言写

成，当时读来尚觉艰深，《宋诗选注》则明

白晓畅，一卷在手，不但很快读完，读时

更有“大快朵颐”之感。

之所以有“大快朵颐”之感，首先是

来自钱氏识见的高明。历来选一代之诗，

首先看眼光是否全面，一般而言大家名家

自然不宜遗漏，小家名作也应取舍得当，

至于名声不著之诗，可选也可不选。但钱

氏在可选不选之间，拿捏的尺度就远非

寻常。比如所选第一位诗人柳开，其简介

说 ：

柳开（946-999），字仲涂，自号东郊

野夫、补亡史生，大名人，有《河东集》。

他提倡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把自己的名

字也弄得有点儿像文艺运动的口号 ：“肩

愈”“绍先”。在这一方面，他是王禹偁、

欧阳修等的先导。《河东集》里只保存了三

首诗，也都学韩愈的风格，偏偏遗漏了他

的名作，就是下面的一首。

须知柳开非但不算宋诗名家，而且主

要成就也不在诗歌，存世诗作仅三首。但

他是宋初文坛风格转变中具有代表性的人，

尤其在大力提倡师法韩、柳“古文”方面。

历史上的“唐宋八大家”虽然迟至明代才

正式定名，然而韩、柳“古文”被视为散

文正统，则是从中唐一直绵延下来的观念。

学韩、柳“古文”，也会有意无意地追随其

诗风，因而韩愈开创的“以文为诗”，对后

来宋诗风格的形成至关重要。钱氏选了这

么一位素被诗坛忽略的作者，对其介绍突

出了看似与诗歌关系不大的提倡“古文”，

指出他的诗“学韩愈的风格”，寥寥百余

字，且语涉调侃俏皮，却隐含了一个诗歌

演变史上的大脉络——宋诗紧随唐诗而出，

在诗史上却以一变唐风、改以宋调著称，

宋调的来源，则伏脉于“以文为诗”。这是

通过一人之诗揭示一代之诗的走向。历来

各种诗歌选本，不乏从挑选诗作上体现眼

光品位的高明，可是还从未有人能从诗歌

与诗史关联的角度入手。传统的诗歌评述，

多半局限在诗歌本身的优劣上，殊不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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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代和风

尚，钱氏引清代赵翼名句 ：“国家不幸诗家

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正说明诗歌成就远

不只是个人的因素。孟子曾说 ：“读其书，

不知其人可乎？”意思是读书应该了解作

者，钱氏比孟子更进一步，不仅要了解作

者，还要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包括文坛

的风气与变化。很多人都称赞《宋诗选注》

的前言与每位作者的介绍，对其文字的扼

要传神尤加敬佩。在笔者看来，最值得称

道的，其实是钱氏在宋诗和每个作者的介

绍评价里体现的对诗歌创作时代背景的整

体把握。他选的是诗，又凸显了诗背后的

时代和历史。

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钱氏对诗作

者的介绍与众不同，那就是仅言其姓名字

号、生卒年月、籍贯著述，至于科举功

名、仕途官职、生平经历等则基本略而不

提。传统诗歌选本习言之“王右丞”“杜工

部”“岑嘉州”“高常侍”之类的职官之称，

在《宋诗选注》里统统消失不见。他没有

说何以如此，更没有说这是有意为之。不

是说诗人的仕途官职不重要，他们的生平

经历和诗歌创作直接相关，略作介绍也许

更有利于读者理解诗作。不过，钱氏显然

更重视对诗歌的评价，特别是在诗歌艺术

层面上的讨论批评。传统的诗选总不忘提

醒读者诗人曾获某功名，曾任某职官，钱

氏则把读者的视线聚焦在诗歌艺术得失上，

他不会表彰某位诗人曾经身居高位，也不

会怜惜某位布衣终身，他是一视同仁，既

是诗选，也就只围绕诗歌造诣的高下优劣

立说。不管钱氏这样做的初衷如何，现代

读者应该记得他的确是传统的例外，是在

诗坛打破或不沿袭“官本位”文化的特立

独行者。

·贰·

《宋诗选注》的鲜明特色，恐怕是注释

的征引繁富，其引书之多，诠释之精，辨

析之细，而且最特别的是不仅引用中国古

籍，也涉及外国典籍，其注释的深度、广

度和精度，堪称有史以来诗歌选注本的一

绝。这的确是钱氏作为学者的标志。所有

钱氏的著述，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论

文、专著，莫不以征引繁富为基本特征。

即便不满意钱氏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他的

博学。学问渊博放在小说里，像《围城》

那样连书名也取自国外的典故，人物开口

就引经据典或暗含典故，描写场面背景的

寥寥几句，也可能有显赫的来头出处，这

种写法究竟当如何评价，很难下个定论。

但就《宋诗选注》而言，钱氏注释显然不

是在炫耀学问，而是通过溯本求源、钩玄

提要、纵横比较，为读者搭建了一个前所

未有的广阔平台，上面清晰呈现各种相关

资料，这样对诗意的理解和艺术的体会

自然更加熨帖深入。例如对苏轼诗歌的诠

释 ：

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

新鲜和贴切，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

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

所称道的莎士比亚式的比喻，一连串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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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

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

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

一接二地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

毕见，降伏在诗人的笔下。在中国散文家

里，苏轼所喜欢的庄周和韩愈就都用这个

手法。例如庄周的《天运》篇连用“刍狗

已陈”“舟行陆、车行水”“猿狙衣服”“桔

槔”“柤梨橘柚”“丑人学西施”六个比喻

来说明不合时宜这一点，韩愈的《送石处

士序》连用“河决下流”“驷马驾轻车就熟

路”“烛照”“数计”“龟卜”五个比喻来表

示议论和识见的明快这一点。在中国诗歌

里，《诗经》每每有这种写法，像《国风》

的《柏舟》连用镜、石、席三个形象来跟

心情参照，《小雅》的《斯干》连说“如跂

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翠斯飞”

来形容建筑物线条的整齐挺耸。唐代算韩

愈的诗里这类比喻最多，例如《送无本师》

先有“蛟龙弄角牙”等八句四个比喻来讲

诗胆的泼辣，又有“蜂蝉碎锦缬”等四句

四个比喻来讲诗才的秀拔，或像“峋嵝山”

里“科斗拳身薤倒披”等两句四个比喻来

讲字体的奇怪。但是我们试看苏轼的《百

步洪》第一首里写水波冲泻的一段 ：“有如

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

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里七种形

象，错综利落，衬得《诗经》和韩愈的例

子都呆板滞钝了。其他像《石鼓歌》里用

六种形象来讲“时得一二遗八九”，《读孟

郊诗》第一首里用四种形象来讲“佳处时

一遭”，都是例证。

苏诗历来注本多多，但从未有过这样

详细深刻的解说，把苏诗善用比喻的特点

剖析得如此呼之欲出。同时，钱氏还打破

了诗与文的隔阂，让读者了解“博喻”本

为诗文所共有。

钱氏的解说注释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

特点，那就是他往往抓住某一诗歌艺术特

色或手法，而结合中国诗歌的传统或习尚，

予以极富历史纵深感的解读。也就是说，

他不仅仅是选诗、注诗、评诗，还进一步

把诗歌放在历史传统背景中进行评论。针

对宋诗好使事用典，讲究学问，推崇所谓

“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主张“无一

字无来处”。他特别指出，好诗的主要特征

就是“无复依傍”“自铸伟词”，那种以才

学为诗，喜欢在诗里露学炫才、比赛僻字

陈语的风气，恰恰就是宋诗最大的毛病。

宋诗名气最大的两位作者，苏轼和黄庭坚，

更集了这种毛病的大成，一个是“见学矣

然似绝无才”“事障”“如积薪”“窒、积、

芜”“獭祭”；另一个是“读者知道他诗里

确有意思，可是给他的语言像帘子般地障

隔住了，弄得咫尺千里，闻声不见面。正

像《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说 ：‘晦塞为

深，虽奥非隐’；这种‘耐人思索’是费

解，不是含蓄”。两位一代诗风的代表，其

病患竟如此之深。但是，钱氏又提醒读者，

这绝不只是宋诗才有的毛病，而是中国诗

歌的一种由来甚久的痼疾。他借对王安石

诗歌的评论，笔墨洋洋洒洒，做了一番系

统的剖析 ：

把古典成语铺张排比虽然不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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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诗先天不足而带来的胎里病，但是从它

的历史看来，可以说是它后天失调而经常

发作的老毛病。六朝时，萧子显在《南齐

书》卷五十二《文学传论》里已经不很满

意诗歌“缉事比类……或全借古语，用

申今情”，锺嵘在《诗品》里更反对“补

假”“经史”“故实”，换句话说，反对把当

时骈文里“事对”“事类”的方法应用到诗

歌里去。唐代的韩愈无意中为这种作诗方

法立下了一个简明的公式 ：“无书不读，然

止用以资为诗。”也许古代诗人不得不用这

种方法，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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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

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

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

都用得着，所谓“牵率应酬”。应酬的对象

非常多，作者的品质愈低，他应酬的范围

愈广，该有点真情实话可说的题目都是他

把五七言来写“八股”、讲些客套虚文的机

会。他可以从朝上的皇帝一直应酬到家里

的妻子──试看一部分“赠内”“悼亡”的

诗 ；从同时人一直应酬到古人─试看许

多“怀古”“吊古”的诗 ；从旁人一直应

酬到自己─试看不少“生日感怀”“自

题小像”的诗 ；从人一直应酬到物─例

如中秋玩月、重阳赏菊、登泰山、游西湖

之类都是《儒林外史》里赵雪斋所谓“不

可无诗”的。就是一位大诗人也未必有那

许多真实的情感和新鲜的思想来满足“应

制”“应教”“应酬”“应景”的需要，于是

不得不像《文心雕龙·情采》篇所谓“为

文而造情”，甚至以“文”代“情”，偷懒

取巧，罗列些古典成语来敷衍搪塞。为皇

帝作诗少不得找出周文王、汉武帝的轶事，

为菊花做诗免不了扯进陶潜、司空图的名

句。第二，在旧社会里，政治的压迫和礼

教的束缚剥夺了诗人把某些思想和情感坦

白抒写的自由。譬如他对国事朝局的愤慨、

在恋爱生活里的感受，常常得指桑骂槐或

者移花接木，绕了个弯，借古典来传述 ；

明明是时事，偏说“咏史”，明明是新愁，

偏说“古意”，甚至还利用“香草美人”的

传统，借“古意”的形式来起“咏史”的

作用，更害得读者猜测个不休。

从南宋开始，已经有人斥责本朝诗人

“以才学为诗”，却没有人知道，这不是本

朝特有的流行病，而是流传了千余年的诗

坛痼疾 ；同时，这种痼疾也绝不因诗人个

人爱好而起，而是与中国诗歌本身的性质

功用，以及社会的病态分不开。

·叁·

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所谓“原

典”有限，而各种注本、选本则大行于世。

研究中国文化，“原典”当然不可忽略，但

很难绕过各种注本、选本。无论经史子集，

皆有大量的选本注本，既涉及对文字名物

的训诂诠释，也是学者对内容意蕴的发掘

研究。这是中国古代著述和文化传播的一大

特色。晚清张之洞说 ：“前代经史子集，苟

其书流传自古，确有实用者，国朝必为表章

疏释，精校重刻”，所谓“表章疏释，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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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刻”，远不只是清代如此，而是长期如此

并成了惯例。以诗歌而言，最早的《诗经》，

在汉代就有各种注本流行，其中最著名的是

“三家诗”，即“鲁诗”“齐诗”“韩诗”，此

外还有一家“毛诗”。“三家诗”和“毛诗”

引导了两千多年对《诗经》的解读，其影

响可谓至深至大。后世诗坛大家的诗作，

最为学者所重视的，也是各种选择精当、

注释恰切、解说公允之作，如楚辞有汉代

王逸注本，李白诗歌有清人王琦注本，杜

甫诗歌有清人仇兆鳌注本，等等。为了注

释精确，学者甚至不惜穷尽毕生之力。这

是中国学术的重要传统，是绵延两千余年

的文化。好的选本与注本，是原著与研究

的叠加，往往凝聚了两者的精华，因而也

是经典赖以传世的最基本形式。所以进入

20 世纪以后，各种古籍的选本和注本仍层

出不穷。不过，在钱氏《宋诗选注》面世

以前，虽然也有一些较好的诗文选本注本，

但基本不出旧著的格局，虽有进步，终究有

限。像《宋诗选注》这样融选诗、注诗、评

诗为一体，熔中西文艺批评于一炉，既展现

一代之诗的风貌，囊括其中的名作佳篇，又

高屋建瓴，系统揭示其中的优劣长短，并给

予酣畅淋漓的分析总结，不能不说是极富创

新意义的创制。此书出版已逾半个世纪，也

得到很多人的好评，但迄今尚无合格的后继

者，这更可看出钱氏的难以仿效，正所谓

“知之易，行之难”。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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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 ：2015 年 11 月

●作者 : 熊桂芬

从《切韵》到《广韵》，韵书慢慢地具有了字

书、类书甚至百科全书的特色，综合性辞书功能

不断增强。该书即从“增字”“加训”“增音”这

三个方面，对从《切韵》到《广韵》这四百年的

继承和发展进行研究，观察其演变以及产生这些

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从多个角度论述了《切韵》

系列韵书的贡献与价值，数据翔实，内容丰富，

立论严谨，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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