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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张仁青《骈文学》论洪亮吉与常州体有云: “洪亮吉所为骈文 ,格调纤新 ,笔致轻倩 ,世有`常州体’之称 ,稍后之刘嗣

绾、杨芳灿、彭兆荪、曾燠、李慈铭专学之 ,影响殊为深远。”这里所谓“格调纤新 ,笔致轻倩” ,实际是对刘麟生、瞿兑之二人观点

的笼括。 张氏如此 ,其余论者也大抵如此。 引文见张仁青《骈文学》 ,第 543页 ,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84年版。

清代骈林巨子 ,常州文派宗匠
——洪亮吉骈文创作艺术与文学史地位探论

路　海　洋
(苏州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 , 江苏 苏州 215009)

　　 [摘　要 ]洪亮吉学识宏博、天才绝特 ,所作骈文篇什宏富、风格众多而艺术上乘。 洪氏骈文的艺术成就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即语言上的句雕字琢、工于属对 ,典故运用上的浑融无迹 ,句式调配上的骈散交融和篇

章安排上的曲尽抑扬。 由于骈文创作成就卓越 ,洪亮吉获得了当时和后世的一致肯定及大力推崇 ;并且经由

他的示范 ,还出现了效仿其骈文风格而自成一派的“常州体” ,一脉绵延直至清末 ,影响可谓深远。 要之 ,洪亮

吉称得上是有清一代的骈林巨子。

[关键词 ]清代 ;洪亮吉 ;骈文 ;艺术成就 ;常州体

[中图分类号 ] I206. 2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1001-6597( 2013) 02-0089-06

　　有清一代骈文复兴 ,至乾嘉而臻于鼎盛 ,其间文

风蔚兴、作家辈出 ,洪亮吉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洪

氏学识宏博、天才绝特 ,一生创作不辍 ,所作骈体文

篇什宏富、风格众多而艺术上乘 ,“每一篇出 ,世争传

之”
[1 ]卷首

,文坛奉为大家。目前学界对于洪亮吉骈体

创作的既有研究 ,主要局限于对其总体风格的印象

式概括 ,以及部分篇章、文句艺术特点的评点式勾
勒 ,而洪氏骈文的风格特色、艺术成就以及文学史地

位与影响等问题 ,并无深入全面的论述。本文即拟在

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此具体探讨。

一、洪亮吉骈文的艺术风格与阶段特征

洪亮吉的骈文作品 ,以清光绪三年 ( 1877)洪氏

授经堂所刻《洪北江全集增修本》收录最为完备 ,其

中有《卷施阁文乙集》十卷 (第九、十两卷未刊 ) ,《卷

施阁文乙集续编》 30篇不分卷 ,《更生斋文乙集》四
卷 ,数量可谓夥矣。这些作品或写景状物 ,或抒情议

论 ,多能辞意双美 ,臻于高诣 ,不愧为大家手笔。就文

章体类而言 ,有序记书赋、诔碑赞铭 ,众体兼备 ;尤其

序、记二体 ,数量既多 ,质量亦高 ,代表了洪亮吉骈文

创作的主要成就。 在具体论析洪氏骈文艺术成就之

前 ,有两个问题必须厘清:一是洪氏骈文艺术风格问

题 ,二是洪氏骈文分期问题。
关于洪亮吉骈文的风格 ,自刘麟生、瞿兑之以

降 ,学界有比较一致的意见 ,概括而言就是清新明

丽。如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在比较洪亮吉、汪中骈体

风格成就时云 ,“汪洪并称 ,汪以朴茂胜 ,洪以清丽

胜” [2 ]130 ,以“清丽”来概括洪亮吉骈文的主要艺术风

格、成就 ;又刘氏在介绍骈文“常州派”时有云: “洪亮

吉与孙星衍齐名 ,皆为常州人 ,所为骈文 ,以轻倩清

新取胜 ,世有`常州体’之称。” [2 ]127所谓“轻倩清新” ,

意与“清丽”相近。再如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谓洪

亮吉骈文的主要特点“并不在其用典渊博 ,而在其格

调纤新” [ 3] 170 ,“纤新”的意思与前 “轻倩清新”、“清

丽”实无二致。 刘、瞿二氏的观点有相当的典型性和

影响力 ,此后学界关于洪亮吉骈文风格的论述 ,几乎

都未出此范围。 ①

毫无疑问 ,刘、瞿等人的概括有着相当的准确
性 ,我们读洪氏文集 ,其骈体确乎长于清新一路 ,如

《八月十五泛舟白云溪诗序》《游极乐寺看荷花序》

《游消夏湾记》《游幕府山十二洞及泛舟江口记》《琴

高溪夜游记》《游南湖记》等 ,皆是具有清新风格的代

表性作品。但是 ,通观《卷施阁文乙集》《卷施阁文乙

集续编》与《更生斋文乙集》诸作可以发现 ,洪亮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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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的显然不止清新一种风格 ,其在清新以外 ,或沉

郁缠绵 (如《伤知己赋序》《蒋清容先生冬青树乐府

序》 ) ,或雄浑峻迈 (如《楚相孙叔敖庙碑》《重修唐太

宗庙碑记》 ) ,或奇气盘礴 (《天山赞》《游武夷山记》 ) ,

或哀感顽艳 (如《长俪阁遗象赞》 ) ,或气息渊酉覃 (如

《南华九老会唱和诗序》 ) ,或流利宛转而抑扬遒宕

(如《与钱季木论友书》 ) ,或凄恻悲惋、真挚动人 (如

《出关与毕侍郎笺》 ) ,真可谓“具兼人之勇 ,有万殊之

体”
[4 ]卷首

。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洪亮吉骈文好“奇”的特

色。钱基博《骈文通义》论洪氏骈文有“尚气爱奇 ,动

多振绝”
[5 ]17
之语 ,谢无量《骈文指南》则云“造句多

奇 ,而近于疏纵”
[6 ]82

,正如钱、谢二人所论 ,洪亮吉骈

文总体上确乎有奇纵疏宕的风格特点。伸言之 ,“奇
纵”是指洪亮吉骈文刻意避开平熟 ,力求纵肆新奇、

出人意表 ,不但字奇、句奇、属对奇、篇章结构奇 ,而

且使事用典奇、阐发议论奇、写景抒情奇 ,几乎做到

了无处不奇 ;“疏宕”是指洪亮吉往往在骈体文严整
的偶对中 ,注入散体文的疏纵之气 ,使得骈文创作兼

有骈、散二体之长 ,这一点不但表现为骈文语句的骈

散相间、奇偶并用 ,而且表现为骈文意脉的开阖抑

扬、起伏跌宕。如果要概括洪亮吉骈文“万殊之体”的

主体特色 ,清新明丽和奇纵疏宕 ,是应当并举的。

那么 ,为什么自刘麟生、瞿兑之以来的大多数学

者 ,都特别强调洪亮吉骈体的清新特点呢?这一方面

应是为了综合考虑洪亮吉和以他为主要代表的“常

州体”两者的风格特征 ,取其共性 ,另一方面则是为

了突出洪亮吉与“常州体”在清代骈文史上的独特贡
献。因为所谓“常州体”的整体风格正是清新 ,杨芳

灿、刘嗣绾、曾燠、彭兆荪、李慈铭等“常州派”后劲效

仿洪亮吉 ,亦主要在清新一路 ;而洪亮吉与“常州体”

其他作家的清新之文 ,在清代骈文的总体格局中是

蹊径自辟、独树一帜的。文章特别提出这一问题 ,目

的是希望全面揭示洪亮吉骈体的风格特点 ,还其全

貌 ,而不至为所谓“清新”一种风格所拘囿。

阶段特征主要是就洪亮吉骈文的发展演变和分

期而言的 ;就笔者目前所见材料 ,尚无人论及这一问

题。既有的洪亮吉骈文研究 ,通常是将洪氏集中所有

骈文作品作为一个前后一致的整体来统观探讨 ,这

显然不够妥当。其实 ,洪氏骈文有较为明显的前后转

变过程 ,这一转变的关节点与洪亮吉人生前后两段

的区分点一致:亮吉一生以其越职言事、流放伊犁事

件为转折点 ,此前为一种刻苦力学、锐意仕进的进取
人生 ,此后为一种淡看俗世、纵情山水的超脱人生。

与此相应 ,洪亮吉遭流放前文章收入《卷施阁文乙

集》及《续编》 ,流放返归后文章则收入《更生斋文乙

集》 ,有前后两期之别。当然 ,洪亮吉骈文的发展演

变 ,还体现在其前后两期创作内容与内在意蕴的相

异上。

一般而言 ,骈文写作中的文体选择 ,即大体对应

着一定的题材与内容选取 ,如诏制疏奏为公文体类 ,

其所写内容必是朝廷政事 ;又如诔碑碣铭为碑志体

类 ,其所写内容则皆为亡者生平行迹 ,因此我们可从

洪亮吉骈文作品的体类着手 ,考察其内容前后转变

的特点。 首先 ,《卷施阁集》及《续编》虽多序 (包括诗

文集序、赠序、赋序等 )、记 (包括事记、游记之类 )之

文 ,实是众体兼收 ,而《更生斋集》所收文章主要为
序、记两体 ,并且特多游记 ,这种变化与洪亮吉一生

由入世进取而转悠然超脱的精神与生活实际是一致

的。 其次 ,进一步细读洪氏文集可以发现 ,亮吉晚年

着力创作的大量游记与其前期纪游文相比较 ,在文

字上往往更显老辣 ,在意蕴上则多了不少通脱、超

逸。如同为纪游 ,前期《八月十五泛舟白云溪诗序》清
新遒劲、狷狂逸宕 ,后期《黄山浴朱砂泉记》则清峻之

中寓物是人非之感、《游天台山记》则奇逸纵肆之中

蕴身世两忘之情。这种差异的出现 ,主要是因为亮吉

穷徼得返、劫后余生 ,感慨因而深厚、心境因转超脱 ,

而言者心声 ,其文也因转超逸老辣。
另外 ,与分期问题相关 ,我们综观清代诸骈体文

选本 ,其于洪亮吉骈体作品的选取 ,显然更倾重前期

的《卷施阁集》 ,如曾燠《国朝骈体正宗》选亮吉文 15

篇 ,吴 《八家四六文钞》选文 19篇 ,皆出《卷施阁

集》 ,即便以选文较全备为特色的屠寄的《国朝常州

骈体文录》 ,其选亮吉文 79篇 ,其中 63篇出《卷施阁
集》① , 16篇出《更生斋集》 ,其原因何在? 其实曾燠、

吴 选本之所以仅选《卷施阁集》 ,是因为这两书的

辑刊皆在嘉庆初年 ,彼时洪亮吉仍健在 ;《更生斋集》

所收文章 ,不少尚未创作 ,更无所谓结集刊行 ,故曾、

吴两书仅从前期的《卷施阁集》择取。屠寄《国朝常州

骈体文录》之辑刊在光绪十六年 ( 1890) ,那时洪亮吉

诗文全集已问世 ,故屠寄选本有《更生斋集》中文章。
再者 ,屠寄《文录》选洪亮吉文章 ,在数量上之所以前

期与后期相差很大 ,是因为《更生斋集》所收之文 ,限

于嘉庆五年 ( 1800)洪亮吉自伊犁返归后所创作 ,洪

亮吉于嘉庆十四年卒世 ,故《更生斋集》内文章仅收

洪亮吉晚岁九年所为文 ,而《卷施阁集》为洪亮吉大

半生精华所萃 ,其所收文章不但在数量上要远过于

《更生斋集》 ,而且从所收文章体裁、风格的多样性 ,

从总体成就的丰厚来看 ,亦皆胜于《更生斋集》 ,故此

屠寄《文录》作彼裁择。不过还需强调一点 ,虽然洪亮

吉《卷施阁文乙集》、《续编》的总体成绩要胜于《更生

斋集》 ,但我们不能因而轻视《更生斋集》的意义 ,甚

至废而不观。正如前文所论 ,《更生斋集》中文章 ,尤

其一些纪游文章 ,文字、意境皆不逊前期文章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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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 63篇中 ,有《连珠》 32题 ,不过即便将这 32题连

珠算作 1篇 ,从《卷施阁集》选出的文章也有 32篇 ,总数仍是

从《更生斋集》所选文章数目的两倍。



有胜于前期者 ,其亦是洪亮吉一生骈文创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 ,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

二、洪亮吉骈文的主要艺术成就

文学史对于创作者文学地位的衡论 ,需要考虑

多方面的因素 ,其中文学作品达到了怎样的艺术高

度、取得了怎样的艺术成就 ,是最为基本的方面。洪

亮吉在清代文学史上骈文大家地位的确立 ,首先是

由于他的骈文创作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具体来

说 ,论析骈文艺术 ,须从骈体文的构成要素入手 ,综

合考量。 张仁青总结历来骈文之“构成要件” ,认为

“莫外于用典、对仗、声律、敷藻、调句五者”
[7 ]281

,实

际五者而外 ,篇章结构的安排、抒情议论的展开、意

境的蕴生亦是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 洪氏骈文于以

上诸端无所不擅 ,而偶对锻炼、典故运用、句式调配、

篇章布置四点 ,最能体现其艺术才情。 以下依次论
述。

第一 ,句雕字琢 ,工于属对。骈体文的创作 ,在一

定程度上与近体诗相似 ,字句的锻炼、对偶的考究 ,

是首先必须考虑的。刘勰《文心雕龙· 章句》有云:

“夫人之立言 ,因字而生句 ,积句而成章 ,积章而成

篇。篇之彪炳 ,章无疵也 ;章之明靡 ,句无玷也 ;句之

清英 ,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 ,知一而万毕矣。”
[ 8] 375

诗文篇章的完美 ,必然基于字句的妥帖修整。而在骈

体文创作中 ,字句之锤炼与对偶之讲究乃是一体共

存的 ,骈文字句之修饰主要表现在对偶的精工上 ,因

此 ,我们可以从偶对的角度切入 ,探讨洪亮吉骈文在

语言琢炼层面的艺术成就。

研读《卷施阁集》和《更生斋集》可以发现 ,若对

洪氏骈体偶对艺术加以评析 ,可总括为一个“奇”字 ,

具体又可厘为字奇、字句俱奇、意奇、句意皆奇四个

层面。 如《终南山圭峰寺铭》“怖鸽一队 ,枯僧两

三” [9 ]卷一 ,鸽“怖”而僧“枯” ,仅用两字即将飞鸽与寺

僧的精神状态形容入微 ,此是字奇 ;《师子厂圭赞》“怪

鱼窥人 ,头尾五色 ;妖鸟咒客 ,飞鸣百回”
[9 ]卷八

,鱼

“怪”、鸟“妖” ,“窥人”、“咒客” ,长在比拟出奇 ,动人

耳目 ,这也是字奇。《长俪阁遗象赞》“窗深共坐 ,红围

四面之花 ;韵险偕吟 ,墨染崇朝之颊”
[9 ]卷四

,尤其突

出“红”“墨”两字 ,色彩与心境俱美 ,可比之老杜律句

锻炼之工 ;《十二月十九日终南仙馆同人祀苏文忠公

诗序》“寒禽蹲树而不飞 ,冻鲤破冰而出听” [9 ]卷六 ,

“寒”、“冻”、“不飞”、“出听”固已修饰精巧 ,而“蹲”、

“破”两字 ,更极锤炼 ,细读两句 ,似能见其形状、闻其
声响 ;《游天台山记》“岩果润肺 ,作朝霞之红 ;灵泉清

心 ,漾夕涧之绿” [10 ]卷三 ,通过对岩果、灵泉色彩的形

容 ,来强调它们“润肺”、“清心”的功能 ,妙想独出 ,而

诗意勃郁。此则字句俱奇。
《蒋安定墓碣》写洪亮吉中表蒋宝善天性简静、

才思过人 ,而 23岁早卒 ,尤其“化形之鹤 ,犹爱羽衣 ;

识字之虫覃 ,偏随病骨”
[9 ]卷三
一联 ,以“化形之鹤”、“识

字之虫覃”喻蒋宝善 ,将其短暂一生含括尽致 ,而惋惜

之情 ,浸润其中 ,张寿荣评此联“运用生新” [11 ]卷九 ,可

谓得之。 《送汪剑潭南归序》乃因友人汪剑潭南归而

作 ,本来“自子欲归 ,已不怿累日 ,幽忧不已 ,将成

疾” ,但转思“吾与子食桐江之鱼 ,弃子悉已成鲤 ;擘

山院之果 ,遗核又复抽林” [9 ]卷四 ,桐江之鱼、山院之

果虽已为腹中之物 ,不复能得 ,然而它们的子孙、遗

核在不经意间已茁壮长成 ,以此喻指亮吉与汪氏之

友情 ,虽往日不再 ,然深情已结 ,且来日方长 ,文章幽

忧之思即转清乐 ,极见才情。此言意奇。若句意皆奇 ,

则如《苍雪山房诗序》“夫洲连橘柚 ,则黄绀之光烛

山 ;花杂云霞 ,则青红之气成海”
[9 ]卷六

,橘柚之光可

以烛山 ,花霞之色能够成海 ,非亮吉诗心雄才 ,不能

为此奇想、不能成此奇句。 又如《与孙季仇 (逑 )书》

“白鹭出树 ,回翔可观 ;潜鳞上竿 ,尺寸皆市”
[9 ]卷六

,

白鹭“出”树已是匠心独运 ,而潜鳞“上”竿更是出人
意表 ,张寿荣评此联有“句雕字琢 ,意理密致” [11 ]卷九

之赞。再如《游天台山记》“山花抽蓝 ,圆叶疑扇 ;林翼

接翠 ,和声同琴。樵踪蛇纡 ,升降数十 ;石脊猱奋 ,回

皇半时”
[10 ]卷三

,此数联妙处 ,主要在眼前所见全以比

喻道出 ,而字锻句炼 ,极尽熔铸之工 ,从而将天台山

撩人心醉的意态 ,精简写意地描绘出来。

洪亮吉骈体文在字句上的精锻细炼 ,使得其文

章秀句郁出 ,耐人咀嚼 ,而这一点正是“常州派”杨芳

灿、刘嗣绾、彭兆荪、李慈铭诸人效仿取则的重要方

面 ,也是“常州派”的重要特色之一。

第二 ,大才使典 ,融化无迹。用典使事是骈文创
作的核心特征之一 ,成功的用典可使文章言简意赅、

神凝气畅 ,“使作品富有浓厚的神秘性、象征性和趣

味性”
[7 ]138

,这不但见出作者的学问 ,而且见出其才

情。洪亮吉的骈体文创作 ,不乏少用典甚或不用典而

自铸伟词的佳篇 ,但也多用典精洽的好作品 ,《伤知

己赋序》《蒋清容先生冬青树乐府序》《重修唐太宗庙

碑记》《楚相孙叔敖庙碑》等即是这方面的典型 ,深得

历来选家的称扬。

诗文用典 ,大体分语典与事典两类 ,洪亮吉文章

多用事典 ,而运使入化。 如《蒋安定墓碣》“故铜台之

游 ,乏谢庄而寡韵 ;南皮之会 ,有吴质而损欢”
[9 ]卷三

。
前句以谢庄作比 ,意谓蒋宝善才情绝特、风雅天成 ,

聚游之乐 ,无宝善则乏韵 ;后句以吴质作比 ,意谓蒋

宝善性易感伤、心魄幽忧 ,宴谈之时 ,有蒋宝善又复

损欢。一联之中曲尽抑扬 ,而运典浑融。又如《与钱

季木论友书》“淮南之鸡犬 ,雅于薛公之宾客 ;河间之

简册 ,亲于中山之家室” [9 ]卷五 ,称钱季木之雅 ,谓其

鸡犬亦染主人之性情 ,好书甚于妻儿 ,比譬巧妙 ,融

贯自然 ,张寿荣谓其 “隽语以疏爽出之 ,更自遒

宕” [ 11]卷九。

又《伤知己赋序》悲知己邵齐焘、朱筠、黄仲则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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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逝 ,所谓“嗟乎! 回风美人之曲 ,楚臣殉之以身 ;

钟鸣落叶之操 ,帝子继之以泣。大地抟抟 ,非以载愁 ;

惟天穹穹 ,岂云可问?是知掘井九仞 ,冀可觌夫泉涂 ;

载鬼一车 ,必当逢乎素识。 复沛郡丈人之魄 ,或尚沉

酣 ;起鲁国男子之魂 ,犹应慷慨”
[9 ]卷二

,用屈原、萧综
等人典故 ,意在慨叹邵、朱、黄诸友人生平遭际之坎

,感慨悲哀中有一股沉浑的力度在 ,“能令铁石人

动心” (张寿荣评语 ) [ 11]卷九。其用典之法并不在比照

双方 (邵、朱、黄诸人与屈、萧等 )现实经历的相似 ,而

在抽取比较双方经历的悲剧性特质 ,可以说是典随

情转、文意的推进带动事典的列举。 再如《蒋清容先

生冬青树乐府序》写赵宋之迁亡曰:

　　盖声何哀怨 ,杜鹃为望帝之魂 ;变亦苍黄 ,

犭爰鹤尽从军之侣。遇金人于灞上 ,能言茂陵 ;值

铜驼于棘中 ,谁知典午? 又况南迁烽火 ,北狩轩

舆。言乎缔造 ,则东南置尉 ,拓疆无刘濞之雄 ;及

此沦胥 ,则五百从亡 ,归骨少田横之岛。嗟乎!江

山半壁 ,非仙人劫外之木其 ;金粉六朝 ,尽才子伤

心之赋。

又言臣属效忠则曰:

　　乌呼!吞炭虽忠 ,智伯之头已漆 ;纳肝较晚 ,

懿公之体先残。虽然 ,苌宏化碧 ,激衰周义士之

心 ;比干剖心 ,作洛邑顽民之气。 [9 ]卷四

沉痛激昂 ,力透纸背 ,令人扼腕生慨、心魄摇动 ,较之

庾信《哀江南赋》 ,绝不逊色。所引七联数句文字 ,几

句句用典 ,而妥帖允当 ,字字珠玑 ,其总体特点也是

以深厚的情感、贯通的文意运使典故 ,一脉推衍 ,层

层递进 ,达到浑化之境 ,非亮吉博学宏才 ,实难臻此

境界。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论合适的比事用典应

“综学在博 ,取事贵约 ,校练务精 ,捃理须核 ,众美辐

辏 ,表里发挥”
[8 ]412

,前举亮吉骈体数例 ,可以当之。

第三 ,骈散交融 ,纵横如意。在骈文创作中 ,对称

性原则固然首先应当遵循 ,但是正如奇偶本是辩证

一体的两面 ,骈文的对称性、严整性中 ,同时也包含

了不对称性 ,《文心雕龙· 丽辞》即言成功的文章写

作应“迭用奇偶 ,节以杂佩”
[8 ]385

。 结合骈文来说 ,主

要就是要求骈文写作的句式须有所变化参差 ,每句

字数四字、六字之外 ,可参以三字、五字、七字之类 ;

对句形态也要有所不同 ,可以四四成对、六六成对 ,

亦可三三成对、五五成对 ,可以四六与四六成对 ,亦

可三五与三五成对 ,不一而足 ;就段落篇章而言 ,可

以在偶句中加入适量的散句 ,更为微妙的则是在形

式严整的骈俪中贯以散行之气。总之要奇偶迭用、骈
散交融 ,做到取其合宜 ,变化无穷。洪亮吉的骈文创

作 ,对这一点有很好的发挥。我们可以从句、章 (或

段 )、篇三个层面来分别论析。

《与崔礼卿书》言昔日与友人“斋居盘盘 ,言笑宴

宴”有云: “晨树撼鹊 ,于以极兴 ;夜寝列烛 ,求其悦

魂。始知美酒一石 ,增刘伶之狂 ;嘉言三复 ,损臧仲之

疾。” [9 ]卷四后联偶对之中四字句、五字句并用 ,形式

上骈散兼行 ;另外逻辑性连接词“始知”的运用 ,不但

勾连起前后两联 ,使两者的意思紧密连贯 ,而且起到

疏宕文气的作用 ,意脉韵味上也是骈散并下 ,融贯一

体 ,因此张寿荣评曰: “似整似散 ,笔极宕逸。” [11 ]卷九

又《送同年张问陶乞假归潼川序》“自此之别 ,一日之

内 ,仆眺日升 ,君眺日没 ;一江之水 ,君饮其源 ,我饮

其委” [9 ]卷五 ,前后两句都以三个逻辑上贯通的四字

短句构成 ,形式工整而气脉疏畅 ,因而既具备了散体

文的长处 ,又具备了骈体文的优点 ,骈散交融 ,一体

双美。这是句子的骈散交融。

章、段的骈散交融 ,典型的如《苍雪山房诗序》:

　　仆闻其游迹 ,先已醉心 ,抽彼新诗 ,尤惊绝

调。 又念自十年以来 ,仆亦东棹乎瓯江 ,西车乎

氵八国。州有九 ,未臻乎梁益 ;岳有五 ,尚缺乎岱

宗。亦可谓东西南北之人 ,燕齐楚赵之客矣。我

所思兮 ,乃九州外之大九州 ;子好游乎 ,无百步

而笑五十步。
[ 9]卷六

有四四相对 ,有五五相对 ,有六六相对 ,更有八字、十

二字相对 ,并且这八字、十二字又各分三、五和四、八

而对 ,真是极尽奇偶骈散、参差变化之能事。 若全篇

以骈散之气浑融运使 ,如《过旧居赋》:
　　县南中河桥之侧 ,洪子有旧居焉……室有

楼 ,上下各四楹。楼后有池 ,池宽可十步 ,霖潦既

集 ,亦生龟鱼。 池侧柔桑一株 ,桃实数树。一簿
之蚕 ,春足于食 ;三尺之童 ,秋足于果。倨倨焉 ,

广广焉 ,不自知其室之陋也。 然而夏水甫盛 ,则

萍藻带于周庐 ;秋霖乍淫 ,则莓苔生于阴牖。 出

户之栋 ,鼠生鼯与室鼠竞驰 ;颓邻之垣 ,枯株与薜

荔交翳……盖始生焉、少长焉 ,及授室焉、生子

焉 ,历二十八寒暑乃徙。 [9 ]卷二

依上所引 ,其骈散相间 ,纵横变化 ,而气韵连贯 ,视为

散文或骈文俱无不可。其余《天山赞》写天山景观之
雄奇、《姚春木万里图序》论世间诸种“万里”之特质、

《黄山浴朱砂泉记》写浴泉经历与人生感喟等等 ,皆

是文字骈散兼运、浑融一气的佳作。当然 ,骈散融通

不单单是洪亮吉骈文创作的特色 ,即以常州府而论 ,

洪亮吉之前的陈维崧 ,同时的孙星衍 ,其后的李兆

洛、杨芳灿、刘嗣绾、董基诚、董 诚等等 ,他们的骈

文作品无不具有此项特点 ,可以说奇偶并用、骈散交
融乃是整个清代骈文发展的大势所趋。

第四 ,篇章布局 ,曲尽抑扬。以园林建筑来比譬

文章 ,一篇文章的字词略似园林的木石砖瓦 ,句段则

似墙垣亭廊 ,篇章便似整个园林。 木石砖瓦的质地 ,

墙垣窗廊、亭台楼阁的建造质量 ,固然会影响到一座

园林的整体建筑水准 ,但布局结构的巧拙 ,通常会对

一座园林的成败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 文章亦复如
此 ,一篇优秀的骈文作品 ,佳词秀句无疑是不可缺少

的 ,但若没有创作者的精心安排 ,这些佳词秀句便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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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显示出它们的光彩。 洪亮吉的才情在这一方面也
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施展。

洪亮吉骈体文不乏顺笔直书、一气彻尾的作品 ,

但他更擅长顿挫抑扬、曲折回环之法 ,有一扬一抑法

或一抑一扬法 ,更有依情感、文义推进而续续勾转、
三折五折、曲尽抑扬法。 《八月十五泛舟白云溪诗

序》《城东酒垆记》为一扬一抑 ,前文前半写众人泛舟

夜游之乐 ,狷狂逸宕 ,至“嗟乎!半世之乐 ,成于奉亲 ;

百昼之娱 ,奚若选夕。奈何中岁 ,各值多故”
[9 ]卷三

,则

转入沉绵 ;后文前半回忆与众友“言笑宴宴、信誓旦

旦” [9 ]卷六 ,则清新遒丽 ,后半感慨友朋多故、往事已

矣 ,则沉郁缠绵 ,有死生离合之感。一抑一扬则如《送

汪剑潭南归序》 ,先写夏序忽来 ,独居寂寞 ,忧伤难

禁 ,继思与汪剑潭友情深笃 ,可慰愁怀 ,不必“移原隰

之草 ,萃于一丘 ;招高下之乌 ,同栖一树” [9 ]卷四 ,则转

入豁达通脱 ;又如《与孙季仇 (逑 )书》先写独自北行

之幽迷 ,所谓“七圣皆迷之野 ,独尔驱车”、“临池而举
觞 ,寻碑而堕泪” [9 ]卷六 ,继写“舍骑登舟”、快意观览 ,

乃转疏朗逸丽 ,一抑一扬 ,情意饱满。

此外 ,还有一抑一扬再一抑法。 如《与孙季逑

书》先写萧条旅况 ,则寂寞逼人 ,继写想象中“移家近
冢 ,就姊谋居”生活 ,则 “疏朴可观” (张寿荣评

语 ) [11 ]卷九 ,再写“积瘁之士 ,寡至四十” ,复转沉绵 ,有

浮生若梦之慨。又有先一抑而三转法。如《与崔礼卿

书》 ,先写旅次所观所感 ,幽忧苍茫 ;继想崔礼卿南行

旅况、回忆当日与其“言笑宴宴” ,则转清新逸宕、情

意款款 ;再写友人杨孟符与亮吉仲姊之丧 ,乃转沉

痛 ;末则委婉箴颂友人 ,复转疏朗。一篇之中 ,真可谓

妙擅转折、曲尽抑扬 ,文与心合、续续相生 ,不得不感

慨洪亮吉之天才过人。

当然 ,以上所论四点而外 ,洪亮吉骈文在声韵榷

理、情感表达、议论生发、意境蕴生等方面 ,也都有十

分出色的表现。可以说 ,洪亮吉骈文从细部字句的锤

炼 ,到总体意境的生成 ,都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 ,

洪氏的丰沛才情、深湛学问、超卓识见在其中得到了

全面而充分的体现 ,由此也奠定了他在清代骈文史

上的卓越地位。

三、清代骈文复兴格局中洪亮吉的
文学史地位与影响

　　 骈文经过元明两代的衰落 ,到了清代再次绽放

异彩 ,骈文名家、名作大量涌现 ,形成了所谓“复兴”

的局面。在此复兴格局中 ,洪亮吉以其深湛的骈文艺

术功力和戛戛独至的骈文艺术造诣 ,获得了当时和

后世的一致肯定及大力推崇。如吴 辑《八家四六文

钞》 ,将洪氏与邵齐焘、刘星炜、孔广森、孙星衍、袁

枚、曾燠并推为清代骈文八大家 ;又吴氏《八家四六
文钞·卷施阁文乙集题词》论清代经生而兼擅文词

者 ,以邵晋涵、洪亮吉、孙星衍、汪中为最特出 ,四人

中邵晋涵“能为扬、班 ,而不能为任、沈、江、鲍、徐、庾
之体 ,间撰供奉文字 ,局于格式 ,未能敌其经学之精

深也” [4 ]卷首 ,孙星衍中年以后乃专意经学 ,尽弃前

作 ,故如吴 所论 ,清代以学者而兼擅骈体的翘楚 ,

当首推洪、汪。
晚清以降 ,学界延续了吴 的评定 ,并进一步抬

高了洪亮吉的文学史地位。如谢无量《骈文指南》论

清代骈文 ,谓“乾嘉时为骈文者最多 ,而胡天游、邵齐

焘、汪中、洪亮吉四家 ,实足度越余子”
[6 ]82

,又谓“清
世骈文作家 ,所作通体相称 ,饶有六朝矩 者 ,当以

汪、洪为最” [ 6] 91 ,认为清代骈文作者 ,应以洪亮吉与

汪中为魁首。又钱基博《骈文通义》云: “ (洪亮吉 )思

捷而才隽 ,理赡而词坚 ,尚气爱奇 ,动多振绝。汪中不
如其雄 ,孙星衍视之为靡。” [5 ]17钱氏不但认为洪亮

吉、汪中是清代骈文的双魁 ,而且认为洪亮吉更胜汪

中一筹 ,这样的评价是极高的。

另外 ,刘麟生、瞿兑之、张仁青等人 ,除了从清代

骈文史 ,还从清代骈文体派、骈文发展的角度论述了

洪亮吉的文学史地位与影响。 如刘麟生将清代骈文

分成博丽、自然、常州、六朝、宋四六等派 ,并将洪亮

吉与孙星衍视为骈文常州派 (亦作“常州体” )的开派
宗主。[2 ]124- 144不过 ,孙星衍中年以后尽弃少作 ,且不

再写作骈体文 ,故文稿传世极少 ;即就传留的文稿来

看 ,其风格也与“常州体”的清新明丽异趣。因此 ,对

常州体后起诸家真正产生影响的乃是洪亮吉 ,换言

之 ,洪亮吉才是常州体的实际领袖。与刘氏同时的瞿

兑之在论述常州派时 ,干脆对孙星衍避而不谈 ,而明

确地强调洪亮吉的开派宗师地位: “清代的骈文 ,到

洪亮吉而一大变。洪氏是常州人 ,于是成其所谓常州

派。洪氏自己 ,也是讲考据的 ;然而他的文章特点 ,并

不在其用典渊博 ,而在其格调清新。” [3 ]170在瞿兑之

看来 ,洪亮吉骈文最大的特点是“格调清新” ,这也是
洪亮吉对清代前期骈文的“一大变” ,而洪亮吉作为

常州派开派宗师与清代骈文大家地位的确立 ,主要

也是由于这一点。应当说 ,瞿氏强调洪亮吉的文学史

地位是值得肯定的 ,但其单独强调洪氏骈文“格调清
新”的特点而不及其余 ,则未为尽善。

刘、瞿而后 ,台湾学者张仁青在综合、修正吴 、

谢无量、钱基博、刘麟生、瞿兑之等人观点的基础上 ,

提出了较为全面、合理的见解。他首先指出清代骈文

作者 ,当“以汪中、洪亮吉二氏并称一代宗师” [7 ]530;

其次 ,对“常州派”与“常州体”作了区分 ,认为常州派

的魁首确是洪亮吉与孙星衍 ,但常州派是一个包括

洪亮吉、孙星衍、刘星炜、杨芳灿、恽敬、张惠言、李兆

洛、刘嗣绾、董基诚、董 诚等人在内的规模庞大的

地域性骈文宗派 ,而常州体则是洪亮吉一人所开创

的规模较小的骈文体派 ,两者并不相等 ,这就弥补了

刘麟生、瞿兑之等人概念模糊的不足 ;再次 ,张氏认

为由洪亮吉所开创的常州体 ,有许多效仿者 ,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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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刘嗣绾、杨芳灿、彭兆荪、曾燠、李慈铭等人 ,从而

对前人的相关论点作了明确和强化。①这样 ,张仁青

就在常州体、常州派和清代骈文史的立体坐标中 ,对

洪亮吉的文学史地位与影响作了衡论 ,视野开阔而

评定较为妥当。②

结合洪亮吉的骈文创作和清代骈文史实际 ,并

综取前人的诸种意见 ,我们可以给洪亮吉的文学史

地位与影响作一个总结:第一 ,洪亮吉不但是清代骈

文鼎盛时期即乾嘉年间的一流名家 ,也是整个清代

骈文史上的卓越大家 ;第二 ,洪亮吉开创了骈文“常
州体” ,该体在继承前人艺术成就的同时 ,境界独辟 ,

形成以清新明丽为主要风格特色的骈文新体 ,它是

清代骈文史上最具创新意义而影响殊为深远的骈文

体式。 要之 ,无论就骈文创作的艺术成就 ,还是就文

学史的影响而言 ,洪亮吉都称得上是有清一代的骈

林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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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iant in the Field of Parallel Prose, A Mas ter in Chang zhou School o f Literature:

A Study On Hong Liang-ji’ s Art of Parallel Prose and His Status in Literary His tory

LU Hai-yang

( Colleg e o f Humanities, Univ ersity o f Science and Techno lo g y of Su zhou, Suzhou 215009, China)

Abstract: Hong Liang-ji is know ledgeable and uniquely talented w riter o f parallel pro se. His w ri ting s

show ed abundant poetic wo rds, v ariant styles and fi rst-class art. The artistic achiev ements of Hong Liang-

ji’ s parallel prose w ri ting s w ere mainly ref lected in the four aspects, namely the po lished sentences, the

engraving of phrases and ski llful couplets on linguistic level, smooth integ ration o f li terary quo tations, the

ming ling application of the sentence pa t terns of pa rallel prose and prose, and perfect st ructural arrange-

ments. Because of his ex cellent at tainments in parallel pro se w ri ting s, he was unanimously endorsed and

highly suppo rted by his contemporary people and la ter g enerations. Based on his demonst rative example in

parallel pro se w riting s, “ Chang zhou style of parallel prose” emerged by means of imitating his sty le o f pa r-

allel pro se w riting s, and then became a school o f i t s ow n lasting the end o f Qing Dynasty , which really had

such a profound inf luence. In a wo rd, Hong Liang-ji is reg arded as a giant in the f ield o f pa rallel pro se.

Key word: th e Qing Dynasty; Hong Liang-ji; parallel prose; arti stic achiev ements; Chang zhou sty le of

parallel p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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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常州府骈文能否称为一派 ,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刘麟生《中国骈文史》论常州派云: “洪亮吉与孙星衍齐名 ,皆为常州人 ,所为骈文 ,以轻倩清新取胜 ,世有常州体之称

……常州作家稍后起者 ,为刘嗣绾 ,造句遣词 ,专以轻倩取胜。”并举嗣绾《潘君妻周孺人诔》中一联 ,批评其文有 “琢句纤巧”的

弊端 ,继云“当时作家 ,如杨芳灿、彭兆荪、曾燠诸人 ,及清末之李慈铭 ,均不免有此结习也”。 我们从文章的章节设置、意脉推进

及所举洪、孙、刘、彭、李等人的骈文例证来看 ,刘麟生应当是将刘、杨 、彭、曾、李诸人都视作常州体作家的 ;但就字面来看 ,他只

是说杨、彭、曾、李诸人刘嗣绾骈文创作的缺点 ,并未明言诸人亦是常州体后起作家。 引文参见刘麟生《中国骈文史》 ,第 127-

1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