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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風映先後——
試論清人王士禛對王維的接受
董就雄
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摘 要
王士禛在清代詩壇號稱「一代正宗」
，其編選《唐賢三昧集》，
標舉「神韻說」
，以王維為唐賢之最主要代表。其中原因，可以想
見與王維其人及其詩之魅力吸引士禛有關。而錢鍾書認為王維是
繪畫和詩歌之南宗始祖，而南宗畫及神韻詩之共通點俱是以最簡
約的筆墨獲取最深遠的藝術效果，故南宗畫是士禛「神韻說」之
根本。本文認為，除上述兩個原因外，士禛以王維後人自居，自
云「家風映先後」之心理亦是士禛推崇王維之主因。士禛在為人、
詩歌成就、風格、技法上對王維的推揚；對與王維相關之交遊，
詩作，畫作，王維本人、親人和摯友名號的廣泛注視或賞愛；還
有在記錄自己和兄弟唱和王維詩、評論後人學王維詩、評論後人
選評王維詩所表現出的接受觀點；不難看出其中蘊含士禛此項「家
風映先後」之心理因素。
關鍵詞：王士禛

王維 神韻說 唐詩接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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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王士禛（1634-1711），後名士禎，字貽上，號阮亭，自號
漁洋山人，人稱王漁洋，山東新城（今山東桓台）人，其詩歌
在清代號稱一代正宗。1 王氏一生著述豐富，達五百餘種，其
編選的《唐賢三昧集》，標舉「神韻說」，該集經同時及後人評
點、箋注、增評，2 對後世影響極大。士禛的論詩之作主要有
《漁洋詩話》
，其論詩之見又散見於其文集《蠶尾文集》
、
《蠶尾
續文集》
，以及《池北偶談》
、
《古夫于亭雜錄》
、
《香祖筆記》
、
《分
甘餘話》等筆記著作中，又見於郎廷槐所編《師友詩傳錄》及
劉大勤所編《師友詩傳續錄》等中。
士禛在清初詩壇及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自
視為王維後人，嘗云與王維是「家風映先後」
，3 編《唐賢三昧
集》時又以王維作為唐賢的最具代表性人物，故全面探究他對
王維其人其詩的接受，可清晰看到作為「神韻說」倡導人，他
是如何看待王維，以及如何將自己的詩論，應用於評論王維其
人其詩之中。學界對此雖時有涉及，但全面以士禛各種著作中
的論見看待其如何接受王維則較少見，故筆者以上段所及士禛
之詩話、文集、筆記，以及其弟子所作的士禛論詩紀錄，作深
入分析。
1

清‧袁枚，
〈仿元遺山論詩三十八首〉之一：
「不相菲薄不相師，公道持論
我最知。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
卷二十七，載王英志主編，
《袁枚全集》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第一冊，頁 594。
2
劉寶強，
〈
《唐賢三昧集》諸箋注本之增入序跋論析〉一文考證，姚鼐在乾
隆乙亥年（1755）評點過《唐賢三昧集》
，吳煊、胡棠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
又曾作《唐賢三昧集箋注》
，黃培芳是在嘉慶十年（1805）復以吳煊、胡
棠的《唐賢三昧集箋注》為底本作了增評，而日人近藤元粹在明治三十一
年（1898）又以黃培芳本為底本作《箋注唐賢詩集》
，以鉛印本傳世。劉
文載，
《荊楚理工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5 期（2013.10），頁 40。
3
清‧王士禛，
〈吳江顧樵水寫予平山舊詩摘星樓閣浮雲裏一傍危欄望楚江之
句為圖相寄雨中偶成一詩奉答兼寄茂倫定九〉
，《漁洋續詩集》
，卷十四，
收入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第二冊，頁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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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展開之前，有需要對士禛與王維之關係作說明，4 事
實上，錢鍾書對二人之關係早有關注，其〈中國詩與中國畫〉
一文中云：
恰巧南宗畫創始人王維也是神韻詩的大師，而且是南宗
禪最早的一個信奉者。
《王右丞集》
，卷二五〈能禪師碑〉
就是頌揚南宗禪始祖惠能的，裏面說：
『弟子曰神會……
謂余知道，以頌見託』
；
《神會和尚遺集•語錄第一殘卷》
記載『侍御史王維在臨湍驛中問和上若為修道』的對話。
在他身上，禪、詩、畫三者可以算是一脈相貫，
『詩畫是
5
孿生姊妹』這句話用來品評他是最切不過了。
錢氏將王維定為南宗繪畫和詩歌之始祖， 6 並稱王維是南宗禪
之最早信奉者之一。錢氏又云：
南宗畫的理想也正是「簡約」
，以最省略的筆墨獲取最深
遠的藝術效果，以減削跡象來增加意境。7
復云：
神韻詩派另一位大師王士禎把王維這種畫和他的詩融會，
《池北偶談》，卷一八：「世謂王右丞畫雪裏芭蕉，其詩
亦然。如『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
，下連用
『蘭陵鎮』、『富春郭』、『石頭城』諸地名，皆遼遠不相

4

5

6
7

承蒙《佛光大學人文學報》匿名評審人提點，宜先從王漁洋與王維關係的
研究成果的對話作開端，再進入本文議題之討論，此處不敢掠美，茲引評
審人意見如下：「著名者如錢鍾書先生在〈論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中，
將王維立為繪畫及詩歌之『南宗』始祖，意即用最簡約的筆墨，傳達最豐
富的內涵，而此說洽也是王士禛『神韻說』的根本。」在此對評審人之寶
貴意見謹致謝忱。
錢鍾書，
〈中國詩與中國畫〉
，
《舊文四篇》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頁 15。
此說法由匿名評審人指出，詳見本文注四。
錢鍾書，
〈中國詩與中國畫〉，
《舊文四篇》，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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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大抵古人詩畫只取興會神到。」

8

錢氏之意是南宗畫及神韻詩之共通特點，是以最簡約的筆墨獲
取最深遠的藝術效果。故他續指出：
「南宗畫和神韻派詩竟是同
一藝術原理在兩門不同藝術裏的分別體現。」9
由錢氏對南宗畫及神韻詩之論述可知，他認為南宗畫是王
士禛「神韻說」之根本，10 此說相當具說服力。王維既是南宗
畫和神韻詩之始祖，則趨尚相同自是王士禛推崇王維之一大原
因。但筆者發現，士禛之推崇王維尚有其他重要原因。故本文
先簡述士禛之詩論觀點，以見其神韻說之內涵及接受王維之基
礎；繼而述論士禛對王維為人、詩歌成就、風格、技法等方面
的接受，並析其接受之心理因素；以觀照其對王維之全面印象
及接受的深層成因，最後總結全文。

二、 詩論觀點概述
俞兆晟〈漁洋詩話序〉中回憶王士禛自述學詩經歷時云：
吾老矣，還念平生，論詩凡屢變……少年初筮仕時，惟
務博綜該洽，以求兼長，文章江左，煙月揚州，人海花
場，比肩接迹。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韻勝於才，推為
祭酒。然而空存昔夢，何堪涉想？中歲越三唐而事兩宋，
良由物情厭故，筆意喜生，耳目為之頓新，心思於焉避
熟。明知長慶以後，已有濫觴；而淳熙以前，俱奉為正
的。當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爭相提倡，遠近翕然宗
之。既而清利流為空疏，新靈寖以佶屈，顧瞻世道，惄
焉心憂。於是以太音希聲，藥淫哇錮習，
《唐賢三昧》之
選，所謂乃造平淡時也，然而境亦從茲老矣。11

8

同前註，頁 16。
同前註，頁 18。
10
此說法由匿名評審人指出，詳見本文註 4。
11
清‧俞兆晟，〈漁洋詩話序〉，見清‧王士禛，《漁洋詩話》，收入袁世碩
主編，
《王士禛全集》，第六冊，頁 474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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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王氏的自述可知，他的論詩取向是：少年宗唐，中年主宋，
晚年復歸於唐。之所以少年宗唐，是因為他有務求博洽、各體
兼長的追求，他描述自己的創作境界是韻味勝於才情。到了中
年時候，他覺得自己對唐詩已生厭倦之意，而且認為只寫古人
之舊，未免失卻己意，這是對復古派末流的針砭。於是他下筆
開始追新，改學兩宋之詩，耳目因而頓新，心思變得成熟，當
時從其學宋詩者亦甚多。及至晚年，王氏感覺當時學詩者之作，
失卻清利的風貌，變為空疏之境；也喪卻新靈的韻致而變成佶
屈聱牙，情況令他憂懼。這裡明顯是批評公安、竟陵之流弊，
於是，他以唐音的古格，力挽當時公安、竟陵派淺俗、僻遠之
「淫哇錮習」，重學唐賢之三昧，力造平淡。
王士禛最有名的詩論是「神韻說」
，其弟子吳陳炎在〈蠶尾
續詩集序〉中云：
（王士禛）故能兼總眾有，不名一家。而撮其大凡，則
要在神韻。12
王氏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編選《唐賢三昧集》
，力主神韻：
嚴滄浪論詩云：
「……羚羊挂角，無跡可求……」司空表
聖論詩亦云：
「味在酸鹹之外。」康熙戊辰春杪……日取
開元、天寶諸公篇什讀之，於二家之言，別有會心，錄
其尤雋永超逸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為《唐賢三
昧集》，釐為三卷。13
所謂的「神韻」是指一種雋永超逸、淡遠清泠的詩風，也就是
承繼嚴羽、司空圖（837-908）那種重視不着一字，盡得風流的
取向。但同時王氏又認為神韻需與才學融為一體：
夫詩之道，有根柢焉，有興會焉，二者率不可得兼。鏡
12

13

清‧吳陳琰，〈蠶尾續詩集序〉，見清‧王士禛，《蠶尾續詩集》，收入袁
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
，第二冊，頁 1153。
清‧王士禛，
〈唐昧三賢集序〉
，
《漁洋文集》
，卷一，收入袁世碩主編，
《王
士禛全集》，第三冊，頁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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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掛角，無跡可求，
此興會也。本之風雅，以導其源；泝之楚騷、漢魏樂府
詩，以達其流；博之九經、三史、諸子以窮其變，此根
柢也。根柢原於學問，興會發於性情，於斯二者兼之，
又斡以風骨，潤以丹青，諧以金石，故能銜華佩實，大
放厥詞，自名一家。14
王氏說詩有「根柢」
、
「興會」
，實指學力與天分而言，認為此二
者不容易兼得，只有「原於學問」
、
「發於性情」
，也就是積蓄廣
博的學力，依憑天分領悟「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境界才能
自名一家。可見他有調和各家，補救前後七子的過分擬古，及
公安、竟陵派為詩過於淺率幽深的用意。天分與學力的論爭在
中國詩歌史上已有很長的歷史，葛曉音在《漢唐文學的嬗變》
一書「從歷代詩話看唐詩研究與天分學力之爭」15 一章中，曾
經詳細論析過歷代天分與學力之爭的情況，葛氏認為王士禛主
張「神韻」說「以救明人李何輩貌襲唐人之弊，實際上只是妙

14

15

清‧王士禛著、張宗柟纂集、戴鴻森校點，《帶經堂詩話》（北京：人民
文學出版社，1963），上冊，卷三，頁 78。王士禛〈突星閣詩集序〉中
有此段文字，當為張宗柟纂集時所本，文字略有不同，見《漁洋文集》，
卷三，收入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
，第三冊，頁 1560。
就清代的有關此題的論爭而言，葛氏認為王夫之進一步發揮了明人以性
情為主、不要學問的觀點，還提出「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離，
唯意所適」之情景論，認為靈感只能是客觀生活。葉燮著《原詩》抨擊
明代李夢陽、李攀龍以來天分、學力兩派的偏執，提出「理、事、情」
三個論詩概念，要求詩歌必須見詩人之個性，然而他視宋詩為中國詩歌
發展的最高峰，仍未完全擺脫學力派偏見的影響。同時期的王士禛主張
「神韻」說以救明人李何輩貌襲唐人之弊，實際上只是妙悟說發展至極
端的結果。就在此時，馮班、吳喬、李重華、趙執信等人針對嚴羽至王
士禛一派的觀點，提出以學力調和天分，用詩教節制性情的主張，稍後
的翁方綱、沈德潛、直至更晚的潘德輿等人論詩宗旨大抵相同，這派詩
論在清中葉前後影響較大。而及至此時，天分性情與學力詩教之爭的根
源已被歸因到禪學和儒學的分歧了。其後方東樹為首的桐城派詩論及以
陳衍、陳三立為首的同光詩派承翁方綱肌理說而將崇尚學力、詩教、雄
鷙奧博的美學標準發展到極端。總之，當時較有影響力的詩論家如袁枚、
趙翼亦不能超出天分、學力兩派之藩籬。葛曉音，
《漢唐文學的嬗變》
（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頁 31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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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說發展到極端的結果。」。16
王士禛力圖扭轉復古、公安、竟陵諸派摹擬、淺俗、獨僻
之流弊；取唐人之古格、鎔鑄宋人之新意，並以神韻之說調和
折衷之，其用心是欲調和各家。

三、對王維的接受
這裏「對王維的接受」中的「王維」包括王維其人其詩（本
文有時省稱「王維」），筆者茲從士禛對王維為人、詩歌成就、
風格、技法、考證、接受中的接受等方面探論士禛對王維的接
受。
（一） 為人
就為人方面而言，士禛認為王維詩品肖其人品，其〈梅厓
詩意序〉云：
竊謂詩以言志，古之作者，如陶靖節、謝康樂、王右丞、
杜工部、韋蘇州之屬，其詩具在，當試以平生出處考之，
莫不各肖其為人。17
認為詩品即人品，陶、王、杜、韋之詩即肖其為人。至於王維
的為人如何，士禛亦有說明，其〈古懽錄自序〉云：
士大夫高尚其志，或襟抱夷曠，得仁智之樂，如唐王右
丞、韋蘇州，宋之東坡、山谷輩，亦間有取焉。18
他認為從王維、韋應物詩中可看出他們襟抱夷曠、得儒家仁智
之樂的為人胸襟。

16
17

18

同前注，頁 323。
清‧王士禛，
〈梅厓詩意序〉
，
《蠶尾文集》
，卷一，收入袁世碩主編，
《王
士禛全集》，第三冊，頁 1787-1788。
清‧王士禛，〈古懽錄自序〉，
《蠶尾續文集》
，卷三，同前註，頁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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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禛又將王維與黃庭堅並稱，指出他們詩中透露出一種超
脫世俗的懷抱：
山谷與摩詰貌相似，其自贊云：元豐間求李伯時作右丞
像，此時與伯時未相識，而作摩詰偶似不肖，但多髯耳。
今觀秦少章所蓄畫像，甚類而瘦，豈山澤之儒故應臞哉。
又云：登山臨水，喜見清揚，豈不優孟為孫叔敖，虎賁
似蔡中郎者耶？余觀二公詩格不相類，而脱盡世諦則一，
形貌固宜相肖，乃神似非形似也。19
引文中，黃庭堅自謂貌似王維，並自嘲說山澤之儒多清瘦貌近，
士禛則認為二人詩格不相近，但都有一副脫盡凡俗的心襟，二
者是神似而非形似。
士禛又注意到王維很推重孟浩然，並畫其吟詩之狀成圖，
流傳至後世，他在《古夫于亭雜錄》中說：
王右丞畫〈孟襄陽吟詩圖〉
，至今流傳，以為佳話。不知
宣和所藏，又有厲歸真所畫〈常建冒雪入京圖〉
。蓋當時
20
文人高士為世所豔慕如此。
士禛不單欣賞唐人此種豔慕高士的高風，在他心目中，王維更
是高情厚意之人，士禛論詩絕句〈戲傚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六
首〉其四云：
挂席名山都未逢，潯陽喜見香爐峰。高情合受維摩詰，
浣筆為圖寫孟公。21
王、孟的友情在士禛看來是高情厚意的典範，則在士禛心目中，
王維是重情之人。
19

20
21

清‧王士禛，《居易錄》，卷三十四，收入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
第六冊，頁 4392。
清‧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
，卷六，同前註，頁 4928。
清‧王士禛，
〈戲傚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六首〉其四，
《漁洋詩集》
，卷十
四，收入袁世碩主編，
《王士禛全集》，第一冊，頁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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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詩歌成就
就詩歌成就論，可從總體成就、體裁成就、詩類成就三方
面述論士禛對王維的接受。在總體成就方面，士禛認為王維是
一個通才：
謝在杭肇淛《小草齋詩話》，殊多憒憒，啓發人意處絕
少。……惟所云：
「王右丞律選歌行絕句種種臻妙，圖繪
音律獨步一時，尤精禪理。晚居輞川，窮極山水園林之
樂，唐三百年詩人僅見此耳。」……22
他認同明人謝肇淛（字在杭，1567-1624）的見解，認為王維律
詩、歌行、絕句，都達妙境；繪畫、音律獨步當時；又精於禪
理；善寫山水園林之詩，在唐人中是少有的通才。
《師友詩傳續
錄》中士禛比較了王、孟之高下：
問：
「王、孟詩假天籟為宮商，寄至味於平淡，格調諧暢，
意興自然，真有無跡可尋之妙。二家亦有互異處否？」
答：
「譬之釋氏，王是佛語，孟是菩薩語。孟詩有寒儉之
態，不及王詩天然而工，惟五古不可優劣。」23
劉大勤問及王、孟詩都是以「天籟為宮商」的自然之音，寄至
味於平淡，無跡可尋，那麼兩者可有異？士禛認為孟浩然不及
王維之天然而工，因為孟詩有淺露、單薄（寒儉）之態，但五
古則兩人相若。除了淺露、單薄外，士禛還認為孟詩因未能免
俗而遜於王詩：
汪鈍翁問余：
「王、孟齊名，何以孟不及王？」答曰：
「孟

22

23

清‧王士禛，《香祖筆記》，卷二，收入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第
六冊，頁 4492。
清‧劉大勤編，
《師友詩傳續錄》
，收入丁福保輯、清‧王夫之等撰，
《清
詩話》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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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味之未能免俗耳。」汪深歎其言，謂從無人道及此。24
可見王維詩在士禛看來以含蓄、深厚，清新脫俗勝於孟浩然。
士禛又將王維與劉眘虛比較云：
劉眘虛，字挺卿。其詩超遠幽夐，在 王、孟、王昌齡、
常建、祖詠伯仲之間。考其人，蓋深於經術，不但詞華
也。25
這裏士禛謂劉眘虛「超遠幽夐」的詩風與王、孟在伯仲間。
在王維詩的體裁成就而言，士禛認為就五古而言，王維與
孟浩然、王昌齡等齊名：
唐五言詩，開元天寶間大匠同時並出。王右丞而下，如
孟浩然、王昌齡、岑參、常建、劉眘虛、李頎、綦母潛、
祖詠、盧象、陶翰之數公者，皆與摩詰相頡頏。獨儲光
羲詩多龍虎鉛汞之氣，田園樵牧諸篇，又迂闊不切事情。
而古今稱「儲、王」何也？26
這裏的「五言詩」是指五言古詩，因為引文中所提到的儲光羲
的田園樵牧諸篇，是指他的〈田家雜興〉、〈田家即事〉、〈樵父
詞〉、〈牧童詞〉等作，都是五古。士禛指出孟浩然、王昌齡、
岑參、常建、劉眘虛、李頎、綦母潛、祖詠、盧象、陶翰等人
的五古與王維不相上下，獨儲光羲詩多道家意味，田園樵牧諸
作又迂闊不切人事，故不能與王維同列。由是觀之，在士禛心
目中，王維五古與孟浩然、王昌齡等人在伯仲之間，俱屬大匠，
但不算最突出。
七古方面，士禛云：

24

25
26

清‧王士禛，《漁洋詩話》，卷上，收入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第
六冊，頁 4763。
清‧王士禛，《漁洋詩話》
，卷下，同前註，頁 4802。
清‧王士禛，《居易錄》，卷二十一，收入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
第五冊，頁 4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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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大曆諸作者，七言始盛。王右丞、李東川暨高、
岑四家，篇什尤多。……愚鈔諸家七言長句，大旨以杜
為宗，唐、宋以來，善學杜者則取之，非謂古今七言之
變遂盡於此。觀唐人元、白、張、王諸公悉不錄，正以
鈔不求備故也。舉一隅以三隅反，其在後之君子。27
這裏的七言從下文「七言長句」一語可知是指七言古詩。士禛
認為七言古詩，尤其是長篇，至開元、大曆諸作者始盛。王維、
李頎、高適、岑參四家篇什尤多，可見此四家在士禛看來是成
就相若，至於唐人七古最佳者，士禛認為是杜甫，故他鈔錄唐
宋人七古，以杜及學杜者為宗。換言之，他認為王維七古成就
要下於杜甫。
士禛甚欣賞王維之五言詩，認為能使輞川此勝地留名千
古：
昔李文叔記洛陽名園，不下數十。予嘗過之，唯嵩邙龍
門之山，伊洛瀍澗之水，流峙無恙。而所謂名園者，皆
已化為荒煙蔓草，欲髣髴其故處而不可得。因思古之名
流勝地，如盧鴻乙嵩山草堂，以十志傳；王摩詰輞川，
以五言傳；白樂天香山石樓、八節灘，亦以其詩傳。李
衛公平泉、洪丞相盤洲，一草一木，各以其詩與記傳。
而李伯時龍眠山莊，與右丞輞川，又皆以其畫傳。28
引文中士禛認為歷來名園，至後世能保留原貌者極少，大多已
化為荒煙蔓草，但這些名園之所以仍留在後人心目中，往往因
為詩文題詠之所致。他指出輞川名勝之大名，就是靠王維的五
言詩流傳下來。王維歌詠輞川有五絕及五律，故這樣的五言詩
當指此二體而言。而輞川之貌，又因王維之畫而流傳後世，故
雖其名已化為荒煙蔓草，但仍能從王維〈輞川圖〉中想像之。
士禛言下之意，是王維詩和畫使輞川名流後世，足見王維五言
詩和畫影響之深遠。
27

28

清‧王士禛，
〈七言詩凡例〉
，
《漁洋文集》
，卷十四，收入袁世碩主編，
《王
士禛全集》，第三冊，頁 1760 及 1762。
清‧王士禛，
〈五畝雜詠序〉
，見《蠶尾續文集》
，卷二，同前註，頁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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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禛除了認為王維五言詩能令輞川留名後世外，更欣賞王
維五言詩之禪境，
他在〈畫溪西堂詩序〉云：
嚴滄浪以禪喻詩，余深契其說。而五言尤為近之，如王、
裴輞川絕句，字字入禪。他如「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
鳴」
，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以及太白「卻下水精
簾，玲瓏望秋月」，常建「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為君」，
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蟲寒不聞」
，劉眘虛「時有落花至，
遠隨流水香」
，妙諦微言，與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等無
差別。通其解者，可語上乘。29
認為王維、裴迪〈輞川絕句〉字字入禪，五律「雨中山果落，
燈下草蟲鳴」、「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亦入禪，與李白、
常建、孟浩然、劉眘虛等五言名句俱造上乘禪境。士禛此種見
解正是他「神韻說」主張的一種表現。
就五絕而言，在士禛看來，唐人諸家五絕中，王勃、王維、
裴迪、李白、崔國輔、韋應物幾家俱佳，最值得學習，王維是
其中之一，士禛在〈唐人萬首絕句選凡例〉中云：
五言，初唐王勃獨為擅場，盛唐王、裴輞川唱和，工力
悉敵，劉須溪有意抑裴，謬論也。李白氣體高妙，崔國
輔源本齊梁。韋應物本出右丞，加以古澹。後之為五言
者，於此數家求之，有餘師矣。30
認為王維、裴迪五絕工力不相伯仲，而韋應物五絕亦學自王維，
並多出一種古澹之韻味。士禛推崇王維輞川五絕，以之與裴迪
並列而有餘師；31 這有餘師（有很多可效法之處）的其中之一
29
30

31

清‧王士禛，〈畫溪西堂詩序〉
，同前註，頁 2014。
清‧王士禛，〈唐人萬首絕句選凡例〉，收入宋‧洪邁原本，清‧王士禛
選，
《唐人萬首絕句選》
（同治 12 年〔1873〕重刊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書），頁 1。
此二句對引文之理解承蒙《佛光大學人文學報》另一匿名評審人指正，
茲直錄其解法，不敢掠美，故說明並致謝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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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是王維五絕高遠的禪境。據《師友詩傳續錄》載：
問：
「右丞〈鹿柴〉
、
〈木蘭柴〉諸絕，自極淡遠，不知移
向他題，亦可用否？」
答：
「摩詰詩如參曹洞禪，不犯正位，須參活句。然鈍根
人學渠不得。」32
士禛在回答其學生劉大勤提問時，指出王維富於禪境的五絕詩
很值得學習，但卻不能依樣葫蘆直學，要靈活參用，沒有禪根
的鈍根人學不到。然而，士禛在另一本著作《香祖筆記》中卻
有似乎矛盾的說法：
唐人五言絕句往往入禪，有得意忘言之妙，與淨名默然、
達磨得髓同一關捩。觀王、裴《輞川集》及祖詠〈終南
殘雪〉詩，雖鈍根初機，亦能頓悟。33
他這裏說王維五絕句句入禪，有得意忘言之妙；又說王維《輞
川集》中的五絕禪境容易進入，即使是資質魯鈍、初觸禪機的
人亦能頓悟，這好像與前說相反，但其實這裏所說的是能頓悟，
未達學的程度，與前一段引文中「然鈍根人學渠不得」的「學」
有層次上的不同。可見，士禛認為王維五絕句句入禪，有得忘
言、極淡遠之妙，這固然值得學習，但鈍根人對此當只能頓悟
禪機，卻學不到其禪境。
在士禛心目中，王維五絕另一個值得學習之處是含蓄：
益都孫文定公（廷銓）〈詠息夫人〉云：「無言空有恨，
兒女粲成行。」諧語令人頤解。杜牧之「至竟息亡緣底
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則正言以大義責之。王摩詰：
「看
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更不着判斷一語，此盛唐所

32

33

清‧劉大勤編，
《師友詩傳續錄》
，收入丁福保輯、清‧王夫之等撰，
《清
詩話》
，頁 155。
清‧王士禛，《香祖筆記》，卷二，收入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第
六冊，頁 4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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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高。34
士禛引清人孫廷銓（1613-1674）、杜牧和王維三人歌詠息夫人
的作品比較，認為王維的盛唐境界最高，因其詩中不對息夫人
事「着判斷一語」
，故是高境，優於杜牧作品的以大義作批判和
孫廷銓作品的戲謔。士禛在《居易錄》又云：
王右丞〈息媯怨》云：
「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意
尚含蓄。吾鄉孫文定公沚亭（廷銓）
〈詠息夫人〉詩云：
「無言空有恨，兒女粲成行。」讀之輒失笑，以贈阿妃，
不知當作何對也。35
他同樣引孫廷銓和王維詠息夫人的作品，謂王維之作「含蓄」，
孫廷銓之作則令人失笑。王維五絕致勝之道，士禛無論是說「不
着判斷一語」或「含蓄」
，都是嚴羽、司空圖那種重視不乎一字，
盡得風流的取向，是士禛「神韻說」主張的反映。可見，王維
五絕成就之高乃歸因於有得忘言、極淡遠之禪境之妙，以及不
着一字，盡得風流的含蓄美。
七絕方面，士禛認為唐人七絕有四首最好，王維居其一，
士禛在〈唐人萬首絕句選凡例〉中云：
七言，……昔李滄溟推「秦時明月漢時關」一首壓卷，
余以為未允。必求壓卷，則王維之「渭城」
，李白之「白
帝」
，王昌齡之「奉帚平明」
，王之渙之「黃河遠上」
，其
36
庶幾乎？而終唐之世，絕句亦無出四章之右者矣。
認為唐人七絕，以王維〈渭城曲〉、李白〈早發白帝城〉、王昌
齡〈長信秋詞〉其三「奉帚平明金殿開」
、王之渙〈涼州詞〉其
一「黃河遠上白雲間」四首最好。士禛引此四詩時又將王維詩
34
35

36

清‧王士禛，《漁洋詩話》
，卷下，同前註，頁 4811。
清‧王士禛，《居易錄》，卷二十一，收入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
第五冊，頁 4086。
清‧王士禛，〈唐人萬首絕句選凡例〉，收入宋‧洪邁原本，清‧王士禛
選，《唐人萬首絕句選》，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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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首，可見四首中，他最欣賞的當是王維的七絕。
〈渭城曲〉後來被譜成樂府，故士禛又從樂府的角度推許
王維詩。他在論歷代樂府時云：
阮亭答：「樂府之名，始於漢初，如高帝之〈三侯〉，唐
山夫人之〈房中〉是。
〈郊祀〉類《頌》
，
〈鐃歌〉
、
〈鼓吹〉
類《雅》，琴曲、雜詩類《國風》。故樂府者，繼《三百
篇》而起者也。唐人惟韓之〈琴操〉
，最為高古。李之〈遠
別離〉
、
〈蜀道難〉
、
〈烏夜啼〉
，杜之〈新婚〉
、
〈無家〉諸
別，
〈石壕〉
、
〈新安〉諸吏，
〈哀江頭〉
、
〈兵車行〉諸篇，
皆樂府之變也。降而元、白、張、王，變極矣。元次山、
皮襲美補古樂章，志則高矣，顧其離和，未可知也。唐
人絕句，如『渭城朝雨』
、
『黃河遠上』諸作，多被樂府，
止得「風」之一體耳……」37
他認為漢人的樂府能夠繼承《詩經》風、雅、頌而起，但唐人
則只有韓愈、李白、杜甫的一些作品繼承樂府而有所變化；到
中唐之元稹、白居易、張籍、王建之詩則是樂府變體之極；至
於元結和皮日休等人繼古之作，其志雖高而未盡逮古人之境。
而唐人絕句如王維的〈渭城曲〉
、王之渙的〈涼州詞〉等作，則
多配樂作樂府，但已只能保留風、雅、頌中「風」之一體而已。
士禛指出唐人樂府多取自唐人絕句，並道明樂府在選詩時被視
作七絕的原因，《師友詩傳續錄》中載云：
問：
「六朝〈清平調》本是樂府，而諸選皆入七言絕句，
何也？」
答：
「如右丞『渭城朝雨』亦絕句也。當時名士之詩，多
取作樂府歌之。 『中』
、
『晚』間如〈伊州〉
、
〈石州〉
、
〈涼
州〉
、
〈楊柳枝〉
、
〈蓋羅縫〉
、
〈穆護砂〉等，亦皆絕句耳。」
38

37

38

清‧郎廷槐編，
《師友詩傳錄》
，收入丁福保輯、清‧王夫之等撰，
《清詩
話》，頁 127-128。
清‧劉大勤編，《師友詩傳續錄》，同前註，頁 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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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大勤問及何以樂府有時被選入七言絕句？士禛回答說，王維
〈渭城曲〉本是絕句，但時人取作樂府歌唱，又謂中晚唐時名
士之絕詩，多取作樂府歌之，故後人選詩時，本是樂府的詩歌
也都有入選為七言絕句的情況。而士禛更指出唐人以七絕為樂
府的作品中，王維〈渭城曲〉流傳尤眾：
若考開元、天寶以來宮掖所傳，梨園弟子所歌，旗亭所
唱，邊將所進，率當時名士所為絕句耳。故王之渙「黃
河遠上」
，王昌齡「昭陽日影」之句，至今艷稱之；而右
丞「渭城朝雨」
，流傳尤眾，好事者至譜為〈陽關三疊〉
。
他如劉禹錫、張祜諸篇，尤難指數。由是言之，唐三百
年以絕句擅場，即唐三百年之樂府也，而子又奚疑？39
士禛認為唐時王之渙〈涼州詞〉
、王昌齡〈長信秋詞〉等由絕句
譜成之樂府甚為流行，而其中流傳最廣的要數王維的〈渭城曲〉
，
此樂府更被譜為〈陽關三疊〉
。唐代此類作品甚多，故可以說：
「唐三百年之絕句即唐三百年之樂府」
。則在士禛看來，唐人此
種絕句式的樂府，以王維〈渭城曲〉影響最大、地位最高。
論及王維七律，據《師友詩傳錄》載：
問：「七律，三唐、宋、元體格，何以分優劣？」
阮亭答：
「唐人七言律，以李東川、王右丞為正宗，杜工
部為大家，劉文房為接武。高廷禮之論，確不可易。宋
初學「西昆」，於唐卻近。歐、蘇、豫章始變「西昆」，
去唐卻遠。元如趙松雪雅意復古，而有俗氣。餘可類推。」
40

認同明代高棅《唐詩品彙》中的論斷：唐人七律中，首推李頎
和王維，稱為正宗；次推杜甫，稱為大家；再次是劉長卿，稱
為接武。顯見王維七律在士禛心目中享有正宗地位，高於杜甫。
39

40

清‧王士禛，〈萬首唐人絕句選自序〉，《蠶尾續文集》，卷三，收入袁世
碩主編，
《王士禛全集》，第三冊，頁 2019。
清‧郎廷槐編，
《師友詩傳錄》
，收入丁福保輯，清‧王夫之等撰，
《清詩
話》，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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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王維詩的各體成就外，士禛還評到王維的詩類成就，包
括詠雪詩和山水詩兩類，對於前者，士禛《漁洋詩話》曰：
余論古今雪詩，惟羊孚一贊，及陶淵明「傾耳無希聲，
在目皓已潔」
，及祖詠「終南陰嶺秀」一篇，右丞「灑空
深巷靜，積素廣庭閒」
，韋左司「門對寒流雪滿山」句最
佳。若柳子厚「千山飛鳥絕」已不免俗。降而鄭谷之「亂
飄僧舍，密灑歌樓」益俗下欲嘔。韓退之「銀盃、縞帶」
亦成笑柄。世人訹於盛名，不敢議耳。41
東晉羊孚〈雪贊〉、陶潛〈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唐
人祖詠的〈終南望餘雪〉、王維〈冬晚對雪憶胡居家〉、韋應物
〈休假日訪王侍御不遇〉中的詠雪句最佳。其他如唐柳宗元之
〈江雪〉已入俗，鄭谷〈雪中偶題〉
「亂飄僧舍茶煙濕，密灑歌
樓酒力微」之句更俗得令人作嘔，韓愈〈詠雪贈張籍〉
「隨車翻
縞帶，逐馬散銀杯」更落人笑柄。士禛此意在《居易錄》中說
得更詳盡：
丁丑長至後，京師已三見雪。一日，會議坐朝房，或問
余古人雪詩何句最佳。余曰：「莫踰羊孚贊云：『資清以
化，乘氣似霏。值象能鮮，即潔成輝。』陶明淵詩云：
『傾
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結。』王摩詰云：
『隔牖風驚竹，開
門雪滿山。』祖詠云：
『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韋
蘇州云：
『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此為上
乘。若溫庭筠『白馬夜頻驚，三更灞陵雪』
，亦奇作也。
近人唯見熊侍郎雪堂（文舉）
『輸與黄巖僧補衲，滿天風
雪未開關』，二語差佳。至韓退之之『銀杯、縞帶』，蘇
子瞻之『玉樓銀海』
，已傖父矣。下至蘇子美『既以粉澤
塗我面，又以珠玉綴我腮』
，則下劣詩魔，適足噴飯耳。」
42

41

42

清‧王士禛，《漁洋詩話》，卷上，收入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第
六冊，頁 4762。
清‧王士禛，《居易錄》，卷二十九，同前註，頁 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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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士禛全部引出諸家詠雪詩句，他所欣賞者新增了唐溫庭筠
〈俠客行〉、清熊文舉（1595-1668）之句。士禛認為是劣作的
新增了蘇軾的〈雪後書北臺壁二首〉其二「凍合玉樓寒起粟，
光搖銀海眩生花」之句，謂其傖俗。更謂宋蘇舜欽〈城南歸值
大風雪〉
「既以粉澤塗我面，又以珠玉綴我腮」二句是着了詩魔
的怪僻之作。由上可見，士禛認為王維詠雪詩與羊孚、陶潛、
祖詠、韋應物、溫庭筠、熊文舉俱妙，勝於柳宗元、鄭谷、韓
愈、蘇軾、蘇舜欽等名家。
對於王維山水詩，士禛也是擊節讚賞，其於《古夫于亭雜
錄》中曰：
古人山水之作，莫如康樂、宣城、盛唐王、孟、李、杜
及王昌齡、劉昚虛、常建、盧象、陶翰、韋應物諸公，
搜抉靈奧，可謂至矣。然總不如曹操「水何澹澹，山島
竦峙」二語，此老殆不易及。43
莫如謝靈運、謝朓、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王昌齡、劉
昚虛、常建、盧象、陶翰、韋應物等諸家，已造至境，但總體
來說不及曹操〈觀滄海〉之作。王維山水詩雖不及曹操，但在
唐代中，士禛將王維置於首位，也可見其推重之意。士禛〈雙
江倡和集序〉又云：
宋齊以下，率以康樂為宗。至唐王摩詰、孟浩然、杜子
美、韓退之、皮日休、陸龜蒙之流，正變互出，而山水
之奇怪靈閟，刻露殆盡。若其濫觴於康樂，則一而已矣。
44

又認為王維等諸人的山水作品，或正或變，能將山水之奇異靈
靜，刻劃淨盡，審其來源，都是濫觴於謝靈運。簡言之，王維
山水之作雖不及曹操〈觀滄海〉之作，但在唐代居首位，審其
淵源，則啟迪自謝靈運。
43
44

清‧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
，卷四，同前註，頁 4909。
清‧王士禛，
〈雙江倡和集序〉
，
《漁洋文集》
，卷二，收入袁世碩主編，
《王
士禛全集》，第三冊，頁 1542-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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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詩畫兼善，歷來備受推重，士禛亦不例外：
唐詩人以畫名家者，首薛稷、王右丞，次鄭虔、顧况、
張志和、張諲、劉商。
《圖繪寶鑒》云：劉方平工山水樹
石，汧國公李勉甚重之。又李林甫善山水，類昭道。昭
道，思訓之子；林甫，思誨子，蓋從兄弟也。人知滕王
元嬰善作蜂蝶，不知嗣滕王湛然亦善畫花鳥蜂蝶，官至
太子詹事。吴越王錢鏐善畫竹。45
指出唐詩人中能以畫名家的，首推唐人薛稷、王維，其次是鄭
虔、顧況、張志和、張諲等人，再次是劉方平、李林甫、李元
嬰、李湛然、錢鏐等。士禛〈程侍郞青溪遺集序〉又云：
青溪先生〈江山卧游圖〉
，散在人間，合有數百本。……
抑考之唐、宋、元、明已來，士大夫詩畫兼者，代不數
人。約略舉之，唐則閻左相、薛少保、王右丞、鄭廣文、
韓晉公；宋則蘇端明、文湖州、燕龍圖、米海岳、王晉
卿、李龍眠；元則趙承旨、倪雲林；明則沈石田、唐六
如、文衡山。萬曆中，乃有董宗伯思白，不啻軼前人而
上之。先生晚出，兩俱擅場，詩與畫皆登逸品，蓋唐宋
以來所不數見也。46
指出唐宋元明以來，詩畫兼善者，每個朝代都只有數人而已，
唐代有閻立本、薛稷、王維、鄭虔、韓滉五位，王維是「代不
數人」的其中之一，地位超然。
（三） 風格
以上所述論是士禛對王維詩歌成就的接受，在風格方面，
士禛的接受也有其獨特之處，如前文所及，其中最顯著的特點
45

46

清‧王士禛，《居易錄》，卷三十二，收入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
第六冊，頁 4338-4339。
清‧王士禛，〈程侍郞青溪遺集序〉，《蠶尾續文集》，卷一，收入袁世碩
主編，
《王士禛全集》，第三冊，頁 1989-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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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士禛認為王維詩是言有盡而意無窮、味在酸鹹外詩風的代表
作。其〈唐賢三昧集序〉云：
嚴滄浪論詩云：
「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
可求，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
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司空表聖論
詩亦云：味在酸鹹之外。康熙戊辰春杪，歸自京師，居
寶翰堂，日取開元、天寶諸公篇什讀之，於二家之言，
別有會心。錄其尤雋永超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
為《唐賢三昧集》，釐為三卷。47
士禛所引嚴羽之說，如「羚羊挂角，無跡可求，透徹玲瓏，不
可湊泊」的形容是餘味無窮、不可盡得的一種情狀，又說「如
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云云，是用種種
比喻，描述詩所表現出的一種神妙風味。士禛引述司空圖之語
則更是直截了當，乃指詩味不能以酸鹹等具體感覺擬之，而是
味道外的一種神妙餘味。對嚴羽和司空圖二家之說，士禛用了
「雋永超詣」四字概括之。雋永是指意味深長，超詣是指高超
脫俗。總而述之，士禛是指向一種雋永超逸、淡遠清泠的詩風，
也就是其「神韻說」的具體反映，而王維詩正是以表現出此種
詩風成為士禛的崇奉對象。
王維詩風在士禛看來還有沉着痛快的一面，其〈芝廛集序〉
云：
沉着痛快，非惟李、杜、昌黎有之，乃陶、謝、王、孟
而下莫不有之。子之論，論畫也，而通於詩；詩也，而
幾於道矣。48
所謂「沉着痛快」乃出自《滄浪詩話‧詩辨》：「其（詩）大概
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沉着痛快。」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
引陶明濬《詩說雜記》解釋「優游不迫」、「沉着痛快」兩種風
格時云：
47
48

清‧王士禛，〈唐賢三昧集序〉
，《漁洋文集》
，卷一，同前註，頁 1534。
清‧王士禛，〈芝廛集序〉
，《蠶尾文集》
，卷一，同前註，頁 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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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來詩人多矣，詩體備矣，嚴氏所云兩大界限，實足以
包舉無遺矣。……優游不迫者即陶韋一體，從容閒適，
舉動自如。……至於沉着痛快，則傾困倒廩，脫口而出，
為此體者，要使驅駕氣勢……必使讀吾詩者心為之感，
情為之動，擊節高歌，不能自已。杜少陵之詩，沉鬱頓
挫，極千古未有之奇，問其何以能此，不外沉着痛快四
字而已。49
可見沉着痛快與陶潛、韋應物詩之從容不迫不同，乃是脫口而
出、氣勢磅礡，令人為之感動、慷慨高歌的一種沉厚暢快詩風。
杜甫沉鬱頓挫、雄奇超邁的詩篇正是此類詩風的代表作。士禛
認為不單李白、杜甫、韓愈有此種沉着痛快詩風，陶潛、謝靈
運、王維、孟浩然亦有。在士禛看來，王維詩風富於多樣性，
此種看法實導源於嚴羽。
（四） 技法
以上從為人、詩歌成就、風格三大方面述論士禛對王維的
接受，現從技法加以述論，這包括寫景、起句和承接、用字三
方面。士禛認為王維詩善於寫景，其於《古夫于亭雜錄》云：
余兩使秦、蜀，其間名山大川多矣。經其地，始知古人
措語之妙。如右丞「秋山斂餘照，飛鳥逐前侣。采翠時
分明，夕嵐無所處」二十字，真為終南寫照也。50
指出王維《木蘭柴》詩是終南山景色的真實寫照：秋山上夕照
收聚，飛鳥追逐着前飛的鳥伴，鮮豔翠綠的山色常常很分明，
黃昏山中的霧氣似乎也沒有停留的地方了。士禛很欣賞王維這
種造語之妙。
49

50

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辨》，見氏撰、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頁 9，註 5。
清‧王士禛，
《古夫于亭雜錄》
，卷五，收入袁世碩主編，
《王士禛全集》，
第六冊，頁 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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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禛也很看重寫詩的起句和承接，《漁洋詩話》曰：
或問：「詩工於發端，如何？」應之曰：「如謝宣城『大
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杜工部『帶甲滿天地，胡為君
遠行』
，王右丞『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
、
『萬壑樹參
天，千山響杜鵑』
，高常侍『將軍族貴兵且強，漢家已是
渾邪王』
，老杜『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是
也。」51
他認為謝朓、杜甫等諸人俱善於起句，其中引到王維〈觀獵〉
和〈送梓州李使君〉二詩為例，但未解釋妙處為何。
《師友詩傳
續錄》則載有士禛的進一步解釋：
問：「律中起句，易涉於平，宜用何法？」
答：
「古人謂玄暉工於發端，如《宣城集》中『大江流日
夜，客心悲未央』
， 是何等氣魄！唐人起句，尤多警策，
如王摩詰：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之類，未易枚舉，
杜子美尤多。」52
從他對唐人起句的描述可知，他認為王維〈觀獵〉等的起句，
是警策之句，無平板之病。除了起句，承接起句的頷聯也很重
要，王維詩亦是士禛心目中的典範：
律詩貴工於發端，承接二句尤貴得勢，如懶殘履衡嶽之
石，旋轉而下，此非有伯昬無人之氣者不能也。如「萬
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
，下即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
重泉」
，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
，下即云「吴楚東南
坼，乾坤日夜浮」
；
「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
，下即云
「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錦瑟怨遙夜，繞絃風雨
哀」，下即云「孤燈聞楚角，殘月下章台」。此皆轉石萬

51
52

清‧王士禛，《漁洋詩話》
，卷中，同前註，頁 4777-4778。
清‧劉大勤編，
《師友詩傳續錄》
，收入丁福保輯，清‧王夫之等撰，
《清
詩話》
，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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仞手也。53
士禛認為頷聯最講究能夠承接上首聯之勢，猶如唐代衡嶽寺高
僧懶殘和尚（明瓚）在寺石上旋轉步走一樣，乘勢而下。王維
〈送梓州李使君〉的頷聯「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接首聯
「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就是得勢的好例子。細看此詩，
首聯前句謂梓州一帶群山萬壑大樹參天，下句謂千山相連，都
響起了杜鵑之聲。這是承接着前句的參天大樹先響起杜鵑的勢，
而順寫下句群山的樹都響起了杜鵑，氣勢壯大。因而頷聯就寫
昨夜山裏不停地下了一整晚的雨，樹梢流滴着雨水，就如瀉着
百道清泉般。頷聯的下句之勢亦是承此聯前句而來，而且兩聯
都寫樹，故頷聯是承上聯「大樹下杜鵑聲起」結構而形成「大
雨而樹梢百重清泉」之勢的，這就是所謂得勢、所謂旋轉而來、
所謂轉石仞手也。
對於王維詩的用字，士禛也有關注：
《唐國史補》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
乃右丞竊取李嘉祐語。論者或為王諱，以為增「漠漠」
四字，便是點鐵成金手段，此亦囈語。然此事往往有之。
予門人太倉崔舉人華，字不雕，貧而工詩，嘗有句云：
「溪
水碧於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時。」予在廣陵作〈論詩
絕句四十首〉，舉此二句，云：「江南腸斷何人會，祗有
崔郎七字詩。」後汪鈍翁在京師，亦有句云：
「溪水碧於
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人。」謂非取崔前語乎？汪於崔
亦前輩也。54
他既不認同《唐國史補》說法是王維竊取李嘉祐詩，亦不認同
王維是刻意為李詩增「漠漠」、「陰陰」兩對疊字以使李詩點鐵
成金，而是認為這是巧合。士禛更舉其學生崔華和汪琬不約而
同寫出相近詩句，指出這也是巧合，不是抄襲或點鐵成金的問
題。但士禛對王維這兩對疊字是相當欣賞的：
53

54

清‧王士禛，《分甘餘話》，卷五，收入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第
六冊，頁 5016。
清‧王士禛，《香祖筆記》
，卷一，同前註，頁 4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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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律有以疊字益見悲壯者，如杜子美「無邊落木蕭蕭
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
一吟」是也。有以疊字益見蕭散者，如王摩詰「漠漠水
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黄鸝」
，徐昌榖「開軒歷歷明星夕，
隠几蕭蕭古木秋」……是也。《詩•小雅》「蕭蕭馬鳴，
悠悠斾旌」
，
「楊柳依依，雨雪霏霏」
，此用疊字之始，後
人千古受用不盡。55
指出王維用「漠漠」、「陰陰」兩對字使其詩可見蕭散，即瀟灑
自然而不拘束。士禛推源溯本，將此等疊字的美妙效果歸功於
《詩經》的影響。
（五） 與王維相關之考證
士禛對王維十分關注，除上及為人、詩歌成就、風格、技
法等方面外，還包括與王維相關的各種考證。例如對王維引薦
孟浩然一事，士禛《香祖筆記》云：
《唐書》言孟浩然與給事中王維善，維私邀入內直，會
明皇至，浩然倉卒避匿牀下。帝問知之，喜曰：
「朕聞其
名久，恨未見耳。」立召見，問所為詩云云。而《北夢
瑣言》以為李白，誤。56
引用《唐書》記載，提出王維嘗向唐玄宗舉薦孟浩然，指出宋
人孫光憲《北夢瑣言》以為受推薦者是李白之誤。士禛亦關注
到王維詩中的寺名：
司馬溫公言：王右丞詩「崇梵僧」
，初謂是僧名，乃寺名。
近東阿覆釜村，名見《鄰幾雜志》
。然「覆釜」自是山名，
57
司馬公不知何據。
55
56
57

清‧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
，卷五，同前註，頁 4917。
清‧王士禛，《香祖筆記》
，卷八，同前註，頁 4639。
清‧王士禛，《居易錄》，卷三十二，同前註，頁 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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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司馬光語謂王維〈寄崇梵僧〉詩中的「崇梵」二字是寺名而
非僧名，位置在東阿（在今山東省西部）覆釜村。但士禛考證
出「覆釜」是山名，而非村名。士禛又於《池北偶談》載嘗見
明崇禎帝御書王維詩：
在京師士夫家，見明懷宗愍皇帝御書王維詩「松風吹解
帶，山月照彈琴」十字。筆勢飛動，上有「崇禎建極之
寶」。58
謂曾於北京一士大夫家見到明崇禎帝御書王維「松風吹解帶，
山月照彈琴」二句詩之真跡。
對於王維畫，士禛也做了些考證工作，其《居易錄》
，卷三
云：
又或議王右丞畫雪中芭蕉。宋朱翌云：
「曲江冬大雪，芭
蕉自若，紅蕉方作花。」知前輩畫之不茍，彼身未到蜀、
粤，故少所見多所怪耳。59
謂有人批評王維畫雪中芭蕉不合事實，士禛引宋人朱翌的說法，
指出四川及粵地確有雪裏芭蕉之景，指出此等批評者少見多怪。
士禛還考證過一些王維畫的藏處：
王維畫〈伏生圖〉
，今藏北平孫侍郎退谷（承澤）家。吳
道子畫〈光武燎衣圖〉，今藏新安程穆倩（邃）家。60
指出王維〈伏生圖〉藏於北京孫承澤家。
除此以此，士禛也考證過與王維同名的情況：

58

59

60

清‧王士禛，
《池北偶談‧明懷宗御書》條，
《池北偶談》
，卷十七，收入
袁世碩主編，
《王士禛全集》
，第四冊，頁 3244。
清‧王士禛，《居易錄》，卷三，收入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第五
冊，頁 3726。
清‧王士禛，
《池北偶談‧伏生光武二圖》條，
《池北偶談》
，卷十一，收
入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第四冊，頁 3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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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書》宰相世系，出琅邪文憲公儉後者，有蘭州刺史
景，景子縉，秘書郎。好畤丞昱，昱子維。此別一維、
縉也。又河東王氏，始趙州司馬儒賢，儒賢子揚州司馬
知節，知節子協律郎胄，胄子汾州司馬處廉。處廉子五
人：長維，字摩詰，尚書右丞；次縉，字夏卿，相代宗；
又次繟，江陵少尹；次絃；次紞，太常少卿。又太原王
氏，始右武衛大將軍靖，靖子右金吾衛大將軍瓌，瓌子
縉，太子詹事，為雁門郡王智興之父，太原節度使宰之
祖。又別一王縉也。宋王縉，嚴州人，官右司諫，忤秦
檜者。凡四王縉。61
他考證出唐代蘭州有王維、王縉，太原又有王縉，宋人中亦有
王縉，連同王右丞及其弟王縉，合共有兩王維、四王縉。對於
王維的摯友裴廸，士禛亦有注意：
唐有兩裴廸：一天寶詩人，與王維、杜甫友善。一為王
鐸辟租庸招納使。朱溫鎮宣武，辟節度判官，既簒位，
拜右僕射。溫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鑾叶贊功臣，入見，
溫目廸曰：
「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見《五代史•雜
62
傳》。
指出唐代有兩個裴廸，一為王維之摯友，一為王鐸所任用的租
庸招紹使裴廸。
由以上士禛考證的引述可知，士禛對王維其人其詩等關注
甚廣泛，既有王維推薦別人任官、王維詩中名物、後代君主對
王維詩之愛賞之考證，亦有王維畫中景物、王維畫藏處之考證，
復有與王維及其弟王縉同名人的考證，更有王維友人裴廸同名
人的考證。士禛對王維交遊，詩作，畫作，其本人、親人和摯
友名號的廣泛注視正顯出他對王維其人其詩以至諸方面之全面
賞愛。
61

62

清‧王士禛，
《池北偶談‧王維王縉同名》條，
《池北偶談》
，卷七，同前
註，頁 2988。
清‧王士禛，
《池北偶談‧兩裴廸》條，
《池北偶談》
，卷七，收入袁世碩
主編，
《王士禛全集》，第五冊，頁 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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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接受中的接受
士禛對王維的接受還可以從他唱和王維詩的記載，對後人
學王維詩的評價，對他人選、評王維詩的觀感等三方面中看出，
筆者稱此為接受中的接受，茲逐一述論之。士禛嘗記載他和兄
弟相約共和王維、裴迪《輞川集》詩，《漁洋詩話》，卷上云：
余兄弟少讀書東堂，嘗雪夜置酒，酒半，約共和王、裴
《輞川集》。東亭（士祜）得句云：「日落空山中，但聞
發樵響。」兄弟皆為閣筆。63
謂其兄王士祜寫出「日落空山中，但聞發樵響」之後，眾兄弟
都為之斂手。士禛為士祜編《古鉢集》的序中亦有近似記載：
古鉢山人詩一卷，凡為古今體百篇，山人母弟士禛所編
錄。……山人王氏，諱士祜……初與其弟士禛同學詩於
兄考功氏，常夜雪集東堂，同和《輞川集》
，山人得句云：
「日落空山中，但聞發樵響。」考功驚歎。64
說士祜寫出「日落」二句後，兩人之兄長王考功（即王士祿，
官至吏部考功司主事）亦大為驚嘆。士禛還有詩提到其諸兄弟
和《輞川集》，其《喜聞家兄子側捷報》云：
小日東堂和輞川，打牕松雪故依然。封湖遏未知名久，
愧着先鞭十二年。
（禎以順治辛卯舉鄉薦，至今康熙癸卯，
65
十二年矣。）
這是王士祜鄉試中舉後，士禛贈給他的詩，此時士禛仍念念不
63

64

65

清‧王士禛，《漁洋詩話》，卷上，收入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第
六冊，頁 4751。
清‧王士禛，
〈古鉢集序〉
，
《蠶尾續文集》
，卷三，收入袁世碩主編，
《王
士禛全集》，第三冊，頁 2017。
清‧王士禛，〈喜聞家兄子側捷報〉，《漁洋詩集》，卷十四，收入袁世碩
主編，
《王士禛全集》，第一冊，頁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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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當年與諸兄弟共和《輞川集》之事。由上可知，士禛一方面
對王維《輞川集》甚為欣賞，故約共兄弟共和，這是一種對王
維詩的直接接受；而他又對其兄士祜和《輞川集》的妙句大表
讚賞，這可算是接受中的接受。
士禛素來以王維後人自居，他在收到友人顧樵（字樵水）
將其詩句「摘星樓閣浮雲裏，一傍危欄望楚江」寫成畫的畫圖
後，寫成〈吳江顧樵水寫予平山舊詩摘星樓閣浮雲裏一傍危欄
望楚江之句為圖相寄雨中偶成一詩奉答兼寄茂倫定九〉回贈，
並寄給另外兩位友人顧有孝（字茂倫）和宗元鼎（字定九）
，其
中有句云：
哦詩三十年，往往在人口。旗亭與樂府，流傳亦時有。
江淮好事多，圖畫煩好手。詎敢擬右丞，家風映先後。66
說自己寫詩三十年，妙句時常為人傳誦，在酒樓和樂府官署中
亦有流傳。江南多好事之人，其中的好手就將其詩句寫成圖畫，
他不是要上比王維的詩畫雙兼，但自視作為王維的後人，將此
種能詩的家族傳統承繼了，並與王維前後輝映。可見士禛對自
己的詩頗為自負，其中自然包括上接王維詩風之意。從此詩中，
可亦看出他喜好及欣賞王維詩，還包含一種上承「家風」的心
理因素，而非獨因為王維詩寫得好。此亦可解釋上文「考證」
部分中士禛對王維交遊，詩作，畫作，王維本人、親人和摯友
名號的廣泛注視，應也同樣出自這種心理因素的影響。
士禛這種上接「家風」的心理自幼便形成，其《漁洋山人
自撰年譜》，卷上載：
崇禎十四年辛巳，八歲。……。時西樵為諸生，嗜為詩，
見山人詩，甚喜，取劉頃陽一相所編《唐詩宿》中王、孟、
常建、王昌齡、劉眘虛、韋應物、柳宗元數家詩，使手
抄之。盛侍御珍示曰：
「先生八歲能詩，西樵吏部授以王
裴詩法。後三十年，書《考公年譜》後云：
『文章經術，
66

清‧王士禛，
〈吳江顧樵水寫予平山舊詩摘星樓閣浮雲裏一傍危欄望楚江
之句為圖相寄雨中偶成一詩奉答兼寄茂倫定九〉
，
《漁洋續詩集》
，卷十四，
收入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
，第二冊，頁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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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道兼師。』蓋實錄也。」67
可見士禛八歲時，其兄王士祿（號西樵山人）見其八歲能詩，
便取明人劉一相（號頃陽）
《唐詩宿》中王維、孟浩然、常建、
王昌齡、劉眘虛、韋應物、柳宗元七家詩，命其手抄。這七家
詩風都是走淡遠空明、天然神韻、超然悠遠一路的，為士禛詩
風好尚埋下種子。引文中還載：士禛門人盛符升（字珍示）亦
有相類記述，直接道出王士祿在士禛八歲時授其王維、裴迪之
詩法。三十年後，士禛為《考功年譜》
（考功即指王士祿）寫了
一篇書後，稱文章經術，王士祿既能盡兄道，又兼士禛之老師。
可見士祿、士禛致力於學習王維、裴迪詩法；將這與前文提及
士禛曾與諸兄弟共和《輞川集》之事合觀就可知：學習王維、
裴迪詩法是他們王氏諸兄弟之家學，可算是王氏一家自己的「家
風」
。進一步而言，其「家風」是既有縱向的上接王維詩，又有
學習王維詩之橫向的兄弟砥礪。
同時這種「家風」又得到同時人之認同，如嶺南三大家之
一的陳恭尹便有〈寄懷王阮亭兼索其南海集〉詩云：
酷似高人王右丞，在官蕭散意如冰。時名兄弟堪方駕，
家學文章是一燈。滄海乘槎曾獨到，越山懷古記同登。
南來新詠多如許，紙貴衡陽寫未能。68
陳氏將士禛比作高人王維，謂其不專意於功名。頷聯謂士禛諸
兄弟同以詩名世，並能以上接王維詩為家學，承傳王維之詩法，
所謂「家學文章是一燈」也。亦含有將他們諸兄弟比作王維、
王縉二兄弟之意。士禛亦將陳氏此詩載入其《居易錄》中：
南海陳恭尹元孝寄予詩，索《南海集》云：
「酷似高人王
右丞……。」嶺南耆舊，今唯元孝及屈翁山、梁藥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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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上，《漁洋文集》，卷六，收入袁
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
，第六冊，頁 5054-5055。
清‧陳恭尹著，陳荊鴻箋釋、陳永正補訂、李永新點校，
《陳恭尹詩箋校》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上冊，《小禺初集》
，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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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9
他錄陳詩後雖然沒有評論，但應是是頗為受落陳氏將自己比作
王維及將其兄弟諸人比作王維、王縉兄弟。可以說，士禛有一
種自認「家風」上接王維，及希望別人認同的心理期待。
由於有上及的上接王維的「家風」承傳心理，故士禛特別
留意後人學王維詩的情況。其《漁洋詩話》云：
明末七言律詩有兩派：一為陳大樽，一為程松圓。大樽
遠宗李東川、王右丞，近學大復；松圓學劉文房、韓君
平，又時時染指陸務觀，此其大略也。70
認為明代七律有陳子龍（號大樽）和程嘉燧（號松圓）兩派，
陳子龍則遠宗唐代李頎和王維，近代則學何景明（號大復山人）
。
又云：
南城陳伯璣（允衡）清羸，如不勝衣，雙瞳碧色。最工
五言。如「寒日明孤城，斜風下飛鳥」，「籃輿望歸鳥，
日暮空城曲」
，
「疏鐘荒寺在，淡月空牀得」
，此類數十句
皆王、韋門庭中語也。71
謂清人陳伯璣最工五言詩，而其五言佳句多學王維、韋應物。
又如：
新安汪徵遠，字扶晨。工於詩，古選尤閒澹，有王、韋
之風。若黃山詩：「不見庵中僧，微雨潭山來」，不愧古
人。72
指出清人汪徵遠古詩風格閒澹，有王維、韋應物之風。由上可
知，在士禛看來，陳子龍的七律，陳伯璣、汪徵遠二人古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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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士禛，《居易錄》，卷八，收入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第五
冊，頁 3821。
清‧王士禛，《漁洋詩話》，卷下，收入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第
六冊，頁 4819。
清‧王士禛，《漁洋詩話》
，卷中，同前註，頁 4779。
清‧王士禛，《漁洋詩話》
，卷下，同前註，頁 4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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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澹詩風都是學自王維。
士禛認為在自己弟子中，亦有人詩學王維的，其〈跋門人
程友聲近詩卷後〉云：
昔人稱王右丞：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詩與畫二者，
事雖不相謀而其致一也。門人程友聲鳴，工詩畫，名久
譟江淮間。近以其《七芙蓉閣》詩寄予論定。予嘗聞荊
浩論山水而悟詩家三昧矣。其言曰：
「遠人無目」
、
「遠水
無波」、「遠山無皴」，又王楙《野客叢書》有云：「太史
公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峰，略有筆墨，意在筆墨之外。」
詩文之道，大抵皆然。友聲深於畫者，固宜四聲之妙，
味在酸鹹之外也。其更以前二說參之，而得吾所謂「三
昧」者，以直臻詩家之上乘，夙世詞客，當不令輞川獨
有千古矣。73
這裏有三層意思：一，詩畫之道是相通的。二，五代荊浩論山
水畫之言，令他悟出含蓄渺遠之詩家三昧，南宋王楙《野客叢
書》中，評司馬遷為文意在筆外，令他悟到詩文當於此當同理。
三，士禛門人程友聲既工於畫，就能將詩歌聲律之美融於富於
餘味的詩歌之中，若能參以荊浩、王楙之說，則可達詩家上乘，
上追王維了。綜合此三層意思，其實也是士禛「神韻說」的一
個注腳，其所謂詩家三昧是包括詩畫務遠、意在筆外、深於畫
則能將詩歌聲律融於富有餘味之詩境之中三方面。
後人選錄王維詩時，常有改字的情況，士禛對此大表不滿，
其《古夫于亭雜錄》，卷三云：
右丞詩：
「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
百重泉。」興來神來，天然入妙，不可湊泊。而《詩林
振秀》改為「山中一丈雨」
。
《潼川志》作「春聲響杜鵑」，
《方輿勝覽》作「鄉音響杜鵑」。此何異點金成鐵！7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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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士禛，〈跋門人程友聲近詩卷後〉，《蠶尾續文集》，卷二十，收入
袁世碩主編，
《王士禛全集》
，第三冊，頁 2318-2319。
清‧王士禛，
《古夫于亭雜錄》
，卷三，收入袁世碩主編，
《王士禛全集》，
第六冊，頁 4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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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後人對王維〈送梓州李使君〉其中四句多所修改，如：
明人楊慎《詩林振秀》將「山中一夜雨」改作「山中一丈雨」，
明人陳講《潼川志》將「千山響杜鵑」改作「春聲響杜鵑」
，宋
人祝穆《方輿勝覽》將「千山響杜鵑」改作「鄉音響杜鵑」
。士
禛認為這些修改都是點金成鐵，破壞了原詩興來、神來，天然
入妙，不可拼湊而成的詩境。
士禛對於歷來評論和選錄王維詩的情況，都有自己的獨到
見解，其〈跋唐詩品彙〉云：
獨七言古詩，以李太白為正宗，杜子美為大家，王摩詰、
高達夫、李東川為名家，稍誤。是三家者，皆當為正宗。
李、杜均之為大家，岑嘉州而下為名家，則確然不可易
矣。聖人復起，不易吾言。75
認為高棅《唐詩品彙》中謂七古應以李白為正宗，杜甫為大家，
王維、高適、李頎為名家的說法不對。他認為當以王維、高適、
李頎為正宗，李白、杜甫為大家，岑參等為名家，甚有推尊王
維七古之意。
對於王安石《唐百家詩選》中的選錄情況，士禛甚為不滿，
《漁洋詩話》云：
王介甫《唐百家詩》
，宋牧仲尚書從常熟毛扆得古本刻之。
余閱一過，寄牧仲書云：「《百家選》古物自可寶惜，然
去取大謬，謂為佳選，則未敢聞命。其書載王建詩，多
至兩卷，不啻數百篇；而王、楊、沈、宋、陳子昂、張
燕公、張曲江、王右丞、韋蘇州、劉賓客諸大家，不錄
一首。若謂宋次道家無此數十家文集，何以謂之藏書家？
若有之，而一字不入選，尚得為有目人耶？」後閱嚴滄
浪《詩話》
，已先余言之。安石一生相業，所謂好惡拂人
之性，此選亦然。76
75

76

清‧王士禛，
〈跋唐詩品彙〉
，見《蠶尾續文集》
，卷十九，收入袁世碩主
編，《王士禛全集》
，第三冊，頁 2282。
清‧王士禛，《漁洋詩話》，卷中，收入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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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王安石此書不能稱為佳選，選王建詩達數百首，王維等大
家詩卻一首都不錄，批評安石選詩之好惡與人性逆阻，如其為
人。士禛《分甘餘話》亦云：
諸說皆言王介甫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
藏唐詩百餘編，俾介甫選其佳者。介甫使吏鈔錄。吏倦
於書寫，每遇長篇輒削去。今所傳本，乃群牧吏所刪也。
余觀新刊《百家詩選》
，又不盡然。如刪長篇，則王建一
人入選者凡三卷，樂府長篇悉載，何未刊削？王右丞、
韋蘇州十數大家，何以絕句亦不存一字？余謂介甫一生
好惡拂人之性，是選亦然，庶幾持平之論爾。77
他認為有人為王安石《唐百家詩選》說好話，謂抄書吏倦於書
寫，每遇長篇即刪去，使今所傳本為刪削本，故看不到一些大
家作品。士禛反對此看法，認為若此說成立，則王建的樂府長
篇理應被刪，但卻仍舊保留。且王維、韋應物的大家連一首絕
句也不見錄。因此，士禛依舊維持謂安石一生好惡（包括選詩）
拂逆人性的評價。士禛對王安石不選王維詩表達不滿，正體現
他對王維作品忠誠的鍾愛。
後人好在王維畫上題跋，這是後人對王維的一種接受，士
禛對此亦有要求：
題跋古人書畫須論人品，品格高，足為書畫增重，否則
適足為辱耳。葉石林《詩話》載王摩詰〈江干初雪圖〉，
末有元豐間王珪、蔡確、韓縝、章惇、安惇、李清臣等
七人題詩，詩非無佳語。但諸人名字，千古而下見之欲
唾，此圖之辱，為何如哉！余少嘗語汪鈍翁云：
「吾輩立
品須為他日詩文留地步。」正此意也。每觀《鈐山集》
亦作此歎。78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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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冊，頁 4781。
清‧王士禛，《分甘餘話》
，卷二，同前註，頁 4989-4990。
清‧王士禛，《居易錄》，卷三十四，同前註，頁 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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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題古人書畫必須論人品，人品高，則書畫之品亦高；否則
是拖累書畫作品的聲名。他又引葉夢得《石林詩話》的說法，
指出王維〈江干初雪圖〉後有宋人王珪、蔡確等七人題詩，其
中雖有佳句，但此等人人品不高，令人見之欲唾，使王維此圖
受辱。士禛由此有所啟悟，認為自己為人須建立高的人品，以
為他人詩立留餘地，使自己成為有資格為名畫題詩的人物。並
以明代權臣嚴嵩《鈐山集》（董按，即《鈐山堂集》）為例，嘆
息嚴嵩人品差劣，未為其詩文留地步，辱及詩文。由此可知，
士禛由題名畫人須有高人品，否則會拖累名畫的聲名，論到詩
人亦須有高人品，以免辱及自己的詩文。這雖是對題名畫人的
品格要求，實在是追求人品與詩品統一的論詩取向。

四、結語
本文旨在探討王士禛如何看待王維，又如何將自己的詩論
應用於評論王維其人其詩之中，以及其推重王維之深層原因。
筆者從士禛對王維為人、詩歌成就、風格、技法、考證、接受
中的接受等方面探論士禛對王維的接受，現在以下結論：
在為人方面，士禛認為王維襟抱夷曠、有儒家仁智之樂的
胸襟。又指出雖然有人認為王維與黃庭堅樣貌相似，但他認為
二者實有一副脫盡凡俗的心襟，乃神似而非形似。又以為王維
頗重孟浩然，並畫其吟詩之圖，流傳至後世，王、孟友情是高
情厚意之典範，王維是重情之人。
至於詩歌成就，筆者分成總體成就、體裁成就、詩類成就
三端。在總體成就而言，士禛認為王維律詩、歌行、絕句，俱
達妙境；繪畫、音律堪稱獨步；又精於禪理；善寫山水園林之
詩，乃唐人中少有之通才。他又將王孟作比較，指出孟浩然詩
淺露、單薄，未能免俗，遜於王維，則在士禛看來，王維詩以
含蓄、深厚，清新脫俗見勝。士禛又將王維與劉眘虛比較，謂
劉眘虛「超遠幽夐」的詩風與王、孟在伯仲之間。
在體裁成就方面，士禛認為王維五古與孟浩然、王昌齡、
岑參、常建、劉眘虛、李頎、綦母潛、祖詠、盧象、陶翰等人
相若，俱屬大匠。就七古而言，尤其是長篇，則王維、李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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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適、岑參四家成就相若，但唐人七古最佳者是杜甫，王維成
就居於其下。士禛很欣賞王維之五言詩（五絕及五律）
，認為能
與輞川圖一樣使輞川勝境千古留名。他更欣賞王維五言詩之禪
境，認為《輞川絕句》字字入禪，五律「雨中山果落，燈下草
蟲鳴」、「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亦造上乘禪境。此種見解
是他「神韻說」主張的反映。對於五絕，士禛指出唐人諸家中，
王勃、王維、裴迪、李白、崔國輔、韋應物幾家俱佳，又指出
王維、裴迪五絕工力相當，而韋應物五絕亦學自王維，且多出
一種古澹韻味。他認為王維五絕亦句句入禪，有得意忘言、淡
遠無盡之妙，但鈍根人對王維此類五絕只能頓悟禪機，卻學不
到其禪境。王維五絕另一個值得學習處是含蓄，士禛以「不着
判斷一語」或「含蓄」形容之，這都是嚴羽、司空圖那種重視
「不着一字，盡得風流」的取向，是士禛「神韻說」主張的表
露。
七絕方面，士禛認為唐人七絕以王維〈渭城曲〉
、李白〈早
發白帝城〉、王昌齡〈長信秋詞〉其三「奉帚平明金殿開」、王
之渙〈涼州詞〉其一「黃河遠上白雲間」四首最好。從其排列
位置觀之，士禛最欣賞者當是王維〈渭城曲〉
。此詩後來被譜成
樂府，士禛又指出唐人絕句如王維的〈渭城曲〉
、王之渙的〈涼
州詞〉等作，則多配樂作樂府，但只能保留《詩經》中風、雅、
頌中「風」之一體而已。士禛指出唐人樂府多取自唐人絕句，
這是後人選詩將樂府視作七絕的原因，士禛又指出，唐人此種
絕句式的樂府，以王維〈渭城曲〉影響最大、地位最高。至於
七律，士禛認同明代高棅《唐詩品彙》中的見解，認為王維七
律享有正宗地位，高於杜甫的大家地位。足見在士禛看來，王
維的五絕和七律成就最高。
就詩類成就而言，士禛論到王維詠雪和山水兩類詩，他覺
得王維詠雪詩與羊孚、陶潛、祖詠、韋應物、溫庭筠、熊文舉
俱妙，勝於柳宗元、鄭谷、韓愈、蘇軾、蘇舜欽等名家。又認
為王、孟、李、杜之山水作趨於極至，能將山水之奇怪靈靜，
刻露淨盡，卻比不上曹操〈觀滄海〉之作。但王維山水作在唐
代當居首位，若審其淵源，則是受自謝靈運影響。士禛亦極欣
賞王維詩畫兼善的成就，謂唐宋元明以來，詩畫兼善者，每個
朝代只有數人，唐代有閻立本、薛稷、王維、鄭虔、韓滉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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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地位超著，是「代不數人」的其中之一。其言下之意是：
王維山水詩和詩畫俱兼此兩項突出成就。
論及王維詩的風格，士禛拈出言有盡而意無窮、味在酸鹹
外，以及沉着痛快兩種，前者是指雋永超逸、淡遠清泠的詩風，
這也是士禛「神韻說」的具體反映，而王維詩正是此種詩風之
典範。士禛指出，王維詩風還有沉着痛快的一面，認為不單李
白、杜甫、韓愈有沉着痛快詩風，陶潛、謝靈運、王維、孟浩
然亦有。可見王維詩風的多樣性，而士禛此說實導源於嚴羽。
對於技法，士禛論及王維詩寫景、起句和承接、用字三方
面。他指出王維詩善於將景致真實呈現，指出王維〈木蘭柴〉
詩是終南山景色的真實寫照。又認為王維〈觀獵〉等的起句，
起得警策，無平板之病。而除起句外，承接起句的頷聯也很重
要，最講究得勢，王維詩亦是士禛心目中的典範，他引了王維
〈送梓州李使君〉為例，謂其頷聯最能夠承接上首聯之勢。字
句方面，對於王維是否襲取李嘉祐詩此公案，士禛既不認為《唐
國史補》謂王維襲取李詩的見解，亦不認為王維是刻意為李詩
增「漠漠」、「陰陰」之疊字點鐵，而指出這是巧合。士禛對此
二對疊詞很稱賞，認為用得使全詩瀟灑自然而不拘束，並將此
疊字的美好效果歸功於《詩經》中疊字的影響。
士禛對王維諸方面做了多種考證功夫，既有王維推薦孟浩
然面聖、王維詩中名物、後代君主御書王維詩之考證，亦有王
維畫中景物、其畫藏處之考證，又有與王維、其弟王縉、其友
裴廸的同名人的考證。士禛對王維的廣泛關注，正體現他對王
維其人其詩以至諸方面之全面愛賞。
這種對王維的愛賞還表現在士禛多次提及自己和兄弟共和
王維詩的行動、對後人學王維詩之評論、對他人選評王維詩的
觀感三方面，本文稱之為接受中的接受。他對《輞川集》甚為
欣賞，嘗約共兄弟共和，這是對王維詩的直接接受，而他對其
兄士祜和《輞川集》的妙句大表讚賞，就是接受中的接受。
士禛對王維如此推重，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王維作為南宗
畫的始祖，其以最簡約筆墨獲取最深遠藝術效果之主張，乃士
禛論詩主軸「神韻說」之根本，錢鍾書在其〈中國詩與中國畫〉
一文中對此早有揭示。並將王維定為繪畫和詩歌之南宗始祖，
亦指出王維是南宗禪最早信奉者之一。因此，士禛推重王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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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理成章的。從本文士禛對王維接受之分析又可知，其對王維
的喜好和欣賞，還由於王維其人其詩的優點、風格和成就等吸
引他，這屬於王維為人與作品層面的吸引力，與二人藝術理論
取向相同之原因可以互相發明。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士禛
推重王維源於一種繼承家風成就之心理。士禛曾說：
「詎敢擬右
79
丞，家風映先後。」 以王維後人自居，故其學詩主張以王維
為典範，此種上承「家風」的心理因素亦可解釋上文「考證」
部分中，士禛為何對王維交遊，詩作，畫作，王維本人、親人
和摯友名號，有如此深廣的關注；以及他與諸兄弟何以如此熱
衷於同和《輞川集》
。而此種「家風」的承繼，既有上接王維詩
的縱向面向，又有兄弟間學習王維詩之橫向砥礪。
士禛又認為，明人陳子龍的七律，陳伯璣、汪徵遠二人古
詩的閒澹詩風都是學自王維。也認為其弟子陳友聲能得詩中「三
昧」
，
「以直臻詩家之上乘，夙世詞客，當不令輞川獨有千古」。
80
士禛之理論，包括詩畫務遠、意在筆外、深於畫則能將詩歌
聲律融於富有餘味之詩境之中三方面，實際上是「神韻說」的
一個注腳。
後人選錄王維詩，多有改字，令士禛不滿，他認為這些修
改往往點金成鐵，破壞原詩神興俱來、天然入妙、不可拼湊的
詩境。這仍然從保留詩中神韻的角度下評語的。在後人選、評
王維詩的著作中，他特別提到兩種：其一，反對高棅《唐詩品
彙》中謂七古以李白為正宗，杜甫為大家，王維、高適、李頎
為名家的說法，主張當以王維、高適、李頎為正宗，李白、杜
甫為大家，岑參等為名家，頗為推尊王維。他對於王安石《唐
百家詩選》中沒有選錄王維詩也甚表不滿，認為安石一生好惡
（包括選詩）拂逆人性，可見士禛對王維作品的忠誠鍾愛。
後人對王維畫上多有題跋，是對王維的一種接受，士禛對
此加入了「論人品」的要求，認為題古人書畫者必須人品高，
才能令書畫之品亦高；否則是拖累書畫的聲名。他推而廣之，
79

80

清‧王士禛，
〈吳江顧樵水寫予平山舊詩摘星樓閣浮雲裏一傍危欄望楚江
之句為圖相寄雨中偶成一詩奉答兼寄茂倫定九〉
，
《漁洋續詩集》
，卷十四，
收入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
，第二冊，頁 990。
清‧王士禛，〈跋門人程友聲近詩卷後〉，《蠶尾續文集》，卷二十，收入
袁世碩主編，
《王士禛全集》
，第三冊，頁 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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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詩人亦須有高人品，以免辱及自己詩文。這種對書、畫、
詩的品格要求，實際上是追求人品與詩品統一的藝術取向。
綜上所論，王士禛在為人、詩歌成就、風格、技法上對王
維的推揚；對與王維相關之交遊，詩作，畫作，其本人、親人
和摯友名號的廣泛注視或賞愛；還有在記錄自己與兄弟和王維
詩、評論後人學王維詩、評論後人選評王維時，所表現出的接
受觀點；不難看出其中蘊含士禛「家風映先後」的心理因素。
當然，王維是南宗畫與神韻詩之祖，與士禛藝術主張相類；以
及王維為人、詩歌成就、風格、技法上的優勝處，也是吸引士
禛推揚王維詩的原因；但前及的心理因素似乎不易為人覺察，
學界亦未予以申明，故本文將之拈出，並加以闡論。
同時，士禛在對王維其人其詩的接受中，亦時時流露出對
「神韻說」的不斷強調和演繹，這實是士禛對王維詩歌成就、
風格、技法等諸方面愛賞的接受基礎。此說由嚴羽、司空圖而
來，士禛將之全面落實到對王維其人其詩的接受上，可見出王
士禛詩歌理論的系統性和全面性。合而論之，王士禛對王維之
接受，從藝術因素論是其「神韻說」主張的追求與體現；在非
藝術因素論，是「家風映先後」這一心理因素的反映。此二者
與王維為人及其詩之獨特魅力遂成為士禛推揚王維其人其詩的
三個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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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ing the Legacy: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How Wang Shizhen Was Influenced by Wang Wei
Abstract
Wang Shizhen was a Qing-dynasty poet known in his time as a
“transmitter of orthodoxy in his generation.” In one of his works,
Tangxian Sanmei Ji (“Collection of Samadhi Poetry by Sages of the
Tang Dynasty”), he discussed his shenyun (“spirit-resonance”)
theory, holding the poet Wang Wei of the Tang dynasty as a classic
example. One reason for this selection was likely the appeal of Wang
Wei as a person and that of his poetry. Qian Zhongshu believes a
second reason is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Wang Wei was the father of
nanzong painting and poetry. Nanzong painting and shenyun poetry
both seek to achieve the most profound artistic effect through
conciseness, and for this reason, nanzong painting was very possibly
the basis for Wang Shizhen’s shenyun theory. The author of this
study holds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two reasons described above, Wang
Shizhen believed himself to be a successor of Wang Wei’s, as seen
by his claim to “continuing the legacy,” this being another proof of
his esteem for Wang Wei. Wang Shizhen expressed this esteem in his
conduct, poetry, style, and technique. Furthermore, he extensively
researched Wang Wei’s social circle, poetry, and painting as well as
the man himself, his family, and even his friends’ names. Moreover,
by looking at Wang Shizhen’s records of creating poetry with his
brothers based on the same rhyme sequences of Wang Wei’s works,
his critiques of poetry written by others in Wang Wei’s style, and his
commentary on the selection and appraisals of Wang Wei’s poetry by
others, Wang Shizhen’s psychological element of “continuing the
legacy” of Wang Wei is readily apparent.
Keywords ： Wang Shizhen
Wang Wei
Shenyun
(“Spirit-resonance”) Theory
Reception History of Tang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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