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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山诗派后期领袖冯班与清初齐梁体歌行的再兴

刘 一

摘 要: 永明以后出现的讲究声律，涉及边塞闺怨、情爱女色等内容的七言歌行充分浸润了齐梁诗

学精神，是典型的齐梁旧体，这一体裁在初唐、晚唐等齐梁诗风炽煽的时代都曾复现。清初，冯班接替钱

谦益成为虞山诗派的新盟主，在虞山一邑掀起一股复齐梁之古的潮流。冯班对齐梁诗风在诗歌史上的

消长历程有较透彻的认识，其创作除了包含风格华艳的近体诗，也括入了齐梁体歌行这一典型的齐梁旧

体。在具体的诗学径路上，以冯班为首的虞山诗人采用一种以后溯先的方法，即从温、李等晚唐齐梁体

诗人入手，兼学李贺，进而上溯齐梁，创造出一系列刻意求奇、声调婉媚、有词无情的歌行作品，体现出鲜

明的晚唐齐梁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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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班 是 虞 山 诗 坛 后 期 核 心 人 物。顺 治 二 年

( 1645) 兵乱之后，钱谦益出山，以钱氏为中心的文学团

体也随之星散。冯班在这个契机下接替钱氏的位置，

成为虞山新一代的诗学盟主，在虞山一邑推动尊晚唐、
重齐梁的诗学风气，有陆贻典、钱曾、吴绡、陈玉齐、陈

协等众多乡邦诗人附翼之，创造了虞山诗学又一高

峰①。关于冯班由晚唐温、李上溯齐梁的诗学径路，学

界多从近体诗的角度入手加以讨论，其实在近体之外，

冯班倡导的齐梁诗风也涵括了所有齐梁旧体，比如讲

究声律的七言歌行、齐梁杂体等。相较于体制完善的

近体诗，这些未能尽善尽美的体裁反倒更能体现出冯

班对齐梁诗风的特殊偏好，因而也是需要分析和处理

的问题，然而今人讨论冯氏诗学时却很少关注到这一

方面。有鉴于此，本文将致力于梳理冯班对齐梁体歌

行的理论认识，并从题材、体制、声调、色彩等方面揭示

冯班及其追随者们在歌行体创作中呈现的齐梁、晚唐

风气，以期对冯氏涉及齐梁诗风的诗体结构作一更为

全面的把握。

一、冯班对齐梁体歌行内涵

及其消长轨迹的认识

冯班治诗的方法是一面以体制、格调作为切入点，

一面注意追溯诗学现象的源流演进，分辨其异轨殊途，

因而他讨论的诗学问题无论大小皆能自成一个源流明

晰、肌理细腻的体系，具有周密细致的特点，常能发人

所未发。冯氏对歌行体的看法散见于《论歌行与叶祖

德》《论乐府与钱颐仲》《古今乐府论》《钝吟杂录·正

俗》《二冯评才调集》中，这些论著中蕴含的诗学观念

大多已为学界所提炼和揭示②，不过，冯班将歌行体细

分为齐梁体歌行和古调歌行二种，这一意见除王运熙

曾在《唐人的诗体分类》一文中稍加论述外，尚未见深

入的开掘。事实上，这一看似细微的区分非但植根于

冯班尊晚唐、重齐梁的整体诗学观，也是他歌行体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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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钱龙惕:《钝吟集序》，《大衮集》卷五，民国八年活字本。
如胡幼峰《清初虞山派诗论》在“虞山诗派的发扬者———冯班的诗论”一章中辟专节讨论冯班对歌行的批评，蒋寅《冯班

与清代乐府观念的转向》一文也全面地论述了冯班乐府学的观念和意义，分见胡幼峰《清初虞山派诗论》第四章第三节，“国立编

译馆”，1994 年，第 286 ～ 288 页; 蒋寅《冯班与清代乐府观念的转向》，《文艺研究》2007 年第 8 期。



的指导思想，因而有必要对之加以分析。
冯班认为，歌行的初始形态是篇幅较长的七言诗，

“魏文帝作《燕歌行》以七字断句，是七言歌行之滥觞

也”①。这时的歌行尚不讲声律，为古体歌行。齐梁

时，七言歌行大盛，“梁元帝为《燕歌行》，群下和之”②，

在永明声律论被发明之后，自萧绎始，诗人创作七言歌

行也注意追求声律的调谐，是为齐梁体歌行。冯班以

声病为依据，将齐梁体歌行与古体歌行区分开来，后来

的论者也多将声律视为齐梁体歌行概念中明确、公认

的核心，以凸显其意义之重大。然而在声律之外，一类

诗的性质毕竟还与题材、作法、美感特质等因素息息相

关。因而对齐梁体歌行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声

律，而当从作品的筋骨气格等各方面来做综合的把握。
梁元帝《燕歌行》是梁代七言歌行中的名篇，冯班

论及“七言歌行，盛于梁末”③一节就将萧绎与群臣同

题共作的《燕歌行》视 为 代 表，并 提 到 卢 思 道《从 军

行》、江总《杂曲文》等作品，认为它们已“似唐人歌行

之体”④。虽然未留下对齐梁体歌行的具体论述，但冯

班对代表性作品的选择和取舍仍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他的诗学观念。下文即以冯班选诗为基础，推测他

对齐梁体歌行的蕴而未发之意，并结合陈隋其他歌行

作品所显示的特点，对他的观念作出补充。
1． 从声律上看，萧绎《燕歌行》前六句用一韵，之后

四句一转，韵脚平仄递用，多数诗句平仄调谐。他如萧

子显、王褒的《燕歌行》也注意转韵，但多用平韵，少用

仄韵，除六句一转外，或有八句、二句一转。陈隋时，江

总《杂曲》、卢思道《从军行》等篇章，体制与《燕歌行》
大致相类，而在音响格调上更为停匀。总之，注意以转

韵来区分诗节，韵脚平仄递用，联句间平仄大体协调，

这是齐梁体歌行表现于声律的普遍特征。
2． 从题材上看，齐梁体歌行最常涉及的内容是边

塞和闺怨，冯班所说萧绎君臣创作的《燕歌行》、江总的

《杂曲》均属此类。此外还有一些常见题材是冯班未提

及的，首先是对男女情爱和女性日常生活的描写，如江

总《新入姬人应令诗》。其次是赋句诗，即扣住一个五

言成句运思庇才，代表作品有沈君攸《羽觞飞上苑》、张
正见《赋得佳期竟不归》、萧诠《赋得婀娜当轩织诗》
等。齐梁体歌行中也已出现有关神仙生活的想象，比

如江总《神仙篇》《姬人怨服散篇》等。可以说，除单纯

的咏物题材较少出现之外，齐梁体歌行几乎覆盖了盛

行于南朝的五言宫体诗的全部流行题材，它无疑也是

充分浸润了齐梁诗学精神的一种诗歌样式。
3． 从功能上来说，乐府本来多以代言体来叙事缘

情，梁元帝的齐梁体歌行《燕歌行》虽然也继承了乐府

叙事缘情的传统，但已显示出对堆砌物象的痴迷。与

典型的乐府作品相比，“怨妾愁心百恨生”，“偏恨同时

成异节”等句对思妇情绪的缘写显得浮泛而缺乏个性，

与此同时，丰富柔美的物象却从叙事的句子中凸显出

来，比如“横波满脸万行泪，翠眉暂敛千重结”一联重点

本来应该是思念致使女子落泪这一事件，但使人印象

深刻的却是她“横波满脸”“翠眉暂敛”的娇美情态。
“花如锦”“月似娥”“远舟如落叶”“遥舸似行杯”，诸比

喻引出众多物象，又多涉闺闱风味。要言之，齐梁体歌

行虽仍然承担乐府诗叙事缘情的功能，但已鲜明地呈

露出对堆砌物象的重视。
4． 就风格而言，古调歌行风格较为劲健奔逸，而梁

元帝君臣所作的《燕歌行》特重对物象的铺陈，情感却

隐藏在物象之下，似有还无，显得滞涩而缺乏流动感。
比如王褒《燕歌行》开篇写春景之盛就铺陈了四句:

“初春丽景莺欲娇，桃花流水没河桥。蔷薇花开百重

叶，杨柳拂地数千条。”又如庾信《燕歌行》对洛阳春景

的描写也占了六句的篇幅: “春分燕来能几日，二月蚕

眠不复久。洛阳游丝百丈连，黄河春冰千片穿。桃花

颜色好如马，榆荚新开巧似钱。”丽密的辞藻使这类歌

行呈现出秾艳的风格，但情感的抒发却跟不上写景之

笔的矫健，在繁华的景物背后，意旨和情绪显得晦涩难

明。相较于古调歌行的劲健奔逸，齐梁体歌行在风格

上呈现出秾艳而滞涩的特点。
综上可知，齐梁体歌行除用声病之外，在功能、题

材、内容、风格上均有固定特质，是一种具有独特艺术

内涵的诗歌体裁。刘熙载《艺概·诗概》将七古分为古

近两体，认为相较于古体的单、拗、瘦、劲，近体七古具

有骈、谐、丽、绵的特色，这也不啻是对齐梁体歌行艺术

一个较为全面的概括。
冯班对齐梁体歌行的发展、消长历程也有初步的

论断:

魏文帝作《燕歌行》以七字断句，七言歌行之

滥觞也。沿至于梁元帝，有《燕歌行集》，其书不

传，今可见者犹有三数篇。于时南北诗集，卢思道

有《从军行》，江总持有《杂曲》文，皆纯七言，似唐

人歌行之体矣。徐、庾诸赋，其体亦大略相近。诗

赋七言，自此盛也。迨及唐初，卢、骆、王、杨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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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班撰，何焯评，李鹏点校:《论歌行与叶祖德》，《钝吟杂录》附录一，北京: 中华书局，2013 年，第 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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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班:《论歌行与叶祖德》，《钝吟杂录》附录一，第 147 页。



诗赋，其文视陈隋有加矣。迤于天宝，其体渐变。
然王摩诘诸作，或通篇丽偶，犹古体也。李太白倔

起，奄古人而有之，根于《离骚》，杂以魏“三祖”乐

府，近法鲍明远，梁陈流丽，亦时时间出，谲词云

搆，奇文郁起，后世作者无以加矣。歌行变格，自

此定也。子美独构新格，自制题目，元、白辈祖述

之，后人遂为新例，陈、隋、初唐诸家渐澌灭矣。①

冯班这样勾勒七言歌行的发展历程: 它滥觞于魏

文帝《燕歌行》，至梁、陈大盛，这时的歌行已经初具唐

人歌行之体。初唐四杰讲声律的七言大篇是对齐梁体

歌行的直接继承和发展。经过几代诗人的努力，至天

宝年间，李白和杜甫变歌行之法，不仅不拘声律，在制

题、作法、风调上也独构新格，为歌行体创作了一种“新

例”。中唐元稹、白居易继承了李、杜歌行的新法，齐梁

体歌行于是渐渐式微。
冯班对齐梁体歌行发展历程的论述到中唐元、白

为止，未涉及它在晚唐复兴的情况，他对这一问题的认

识直接反映在创作领域。冯班在创作齐梁体歌行时并

不直接师法南朝作品，而是取中晚唐李贺、温庭筠、李

商隐等一些复齐梁之古的作者作为效仿对象，以晚唐

作为通向齐梁体歌行的桥梁。比如其《十二月乐辞》全

学李贺《十二月乐辞》，《江南曲》取法于温庭筠的《春

江花月夜词》，《春晓曲》学温庭筠《春愁曲》等。这些

作品在构思、意象、句法上都存在明显的模拟痕迹，呈

现出与中晚唐歌行一脉相承的色彩秾艳、重物轻情的

风格。与冯班同时稍后的虞山诗人王应奎已经对冯班

歌行学晚唐的现象有所指认，比如他评冯班《阳春曲》
曰:“此效飞卿。”②又评《江南曲》: “此等读极似飞卿，

但力弱耳。”③因而，要弄清楚冯班如何看待齐梁体歌

行在晚唐的发展，就有必要对他的歌行体作品加以分

析和研究，从作品中抽绎出相应的观点和理论。

二、冯班齐梁体歌行作品的界定和分类

冯班曾称:“大略歌行出于乐府，曰行者，犹仍乐府

之名也。”④又说: “歌行者，乐府之名也。”⑤屡屡强调

歌行与乐府的血脉联系，他的歌行作品亦多属与乐府

旧题和旧事相关的乐府歌行，而少有独立命题和自抒

怀抱的一般歌行。冯班的《钝吟全集》共收乐府类作品

20 题，其中《乐府体》为五言绝句，《柳枝词》《戏和吴中

竹枝词》为七言绝句，《鸡鸣行》《射虎行》二题属于五

言乐府，因此都不纳入本文的讨论范围。其他 15 题为

七言乐府，多数有“行”“曲”“词”等乐府标志字作后

缀，《雉子班》《自君之出矣》虽未加这些字样，但均系

乐府名篇，见而可知其为拟乐府作品。要言之，冯班的

歌行在命题时多强调乐府标志，可见他在创作中切实

地贯彻了他对歌行这一文体的自觉。
但冯班歌行在涉及乐府旧题、旧事时并非毫无侧

重，而是有一定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表现为对齐梁诗

风的亲近和喜爱。虽然他在理论上认为盛唐李白和杜

甫代表着歌行艺术的最高水平———所谓“后世作者无

以加矣”，但在实践上却很少追随李、杜的风格，而是跳

过盛唐，通过学习晚唐歌行向齐梁追溯。这种诗学趣

味在题材上表现为对艳情、边塞、闺怨、游仙等内容的

偏好，在写作方式上表现为追求丰富繁华的形象之美

而不重视情感的表达。事实上，冯班歌行中讥刺时事，

抒发怀抱的作品只有《猛虎行》等少数几篇:

山中道士如孩婴，分环割臂受仙经。丹成两

腋生羽翼，耸身直上升天行。地上到天四十里，刚

气渐举胜步履。从兹步步入五云，阊阖呀呀九关

启。当关把钺是何人，钩为爪兮鑿为齿。侁侁来

往索人魂，口作人言垂虎尾。吾愿上帝垂至仁，当

关止用 双 麒 麟。更 令 执 法 戮 猛 虎，始 应 容 得 学

仙人。⑥

王应奎指此诗为讥刺马士英、阮大铖之流而作，实

为借求仙之路的艰险来比喻当时宵小当道的政治环

境⑦。诗歌抒情畅尽，感情激越，单言成篇，不讲对仗，

也不究声律。钱砚北对这首诗的注解十分耐人寻味:

“此篇 与 祖 仁 而 复 夺 之，只 为 学 太 白 作，集 中 甚 少

也。”⑧冯班歌行绝大多数浸润齐梁华艳含蓄的风格，

步趋李白畅尽开阖、直抒胸臆之风的作品全集中亦仅

此一见。从钱氏的记载来看，冯班对这次尝试并不十

分满意，作品完成后一度将它展示给诗友叶祖仁，但不

久又收回。这一不甚成功的尝试，似乎也可以作为一

个反例，证明齐梁体才是冯班歌行的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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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与齐梁诗风结合方式的不同，可以将冯班的

歌行作品归为三类: 一是直接袭取六朝和初唐诗人所

作的齐梁体歌行旧题，比如《公子行》一题，即有初唐刘

希夷的华艳之作在前。二是摘取中晚唐诗人效仿六朝

风格而新创的轻艳之题，如冯班一生写过两次的《十二

月乐辞》系效李贺，《烧香曲》效李商隐，《夜宴曲》效施

肩吾，《春晓曲》《阳春曲》《江南曲》效温庭筠，被效仿

的皆是典型的华艳富丽的晚唐齐梁体歌行作品。冯班

的追随者钱曾也常用这种构题方法，他特别偏爱李商

隐、李贺的艳异风格，曾效李商隐作《海上谣》，效李贺

《静女春曙曲》作《春曙曲》等。在冯班等人的齐梁体

歌行中，这一类题目所占比重是最大的。三是依据与

齐梁诗风相涉的乐府诗的典型题材、主题、意象来构拟

新题。比如边塞风云与闺中思妇的组合，既是乐府常

常歌咏的内容，也是齐梁诗歌的重要题材之一，冯班

《楼中忆春词》的题目即从这一主题化出，描写一位艳

妆美女倚栏思念征人的景象，但这类题目数目不多。
从体式上看，冯班的歌行体作品绝大多数是整齐

的七言，偶有七言掺杂三言、五言的情况，而且篇幅相

对较长。最短的《雉子班》亦不低于八句，一般作品都

超过十二句。篇幅最长的像《公子行》有二十句，《团

扇歌》更达到二十二句。这些歌行声律谐和，对仗严

整，雕琢刻尽，形式华美而情感疏离，其浓厚的色泽和

淡薄的感情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张力。

三、冯班齐梁体歌行体

创作的中晚唐风格

冯班认为诗史的发展是一个盛衰相继的过程，“盛

而衰，衰而盛，其变如循环”①，这种“循环”的眼光以今

天的标准来看虽然失之机械，却至少使他能够跳脱时

代的藩篱，依据某种共有的诗歌风气沟通异代诗人、诗
作，并在此基础上追究一种诗风在较长时间内的因革

过程。用这种纵深的眼光去审视齐梁诗风在后世的发

展，冯班认为晚唐温庭筠、李商隐的创作与齐梁绮丽诗

风的联系异常紧密，温、李的创作代表着齐梁体诗歌在

晚唐这一新诗学背景下的重生和发展，是齐梁诗风这

一老树焕发的新枝。洞悉了齐梁诗学资源具有这种

“层累”特质之后，冯班决心采取沿波讨源的诗学策略，

即通过效法后世的温、李作品来学习齐梁，所以他的齐

梁体歌行，是一种充分浸润了晚唐风华的齐梁体歌行，

其诗学特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 一) 刻意求奇

温庭筠、李商隐二人的七言歌行华丽怪奇的风格

胎息于李贺，这一点前人已有指认，如胡震亨《唐音癸

籖》认为温庭筠的七言乐府“似学长吉，第局脉紧慢稍

殊，彼愁思之言促，此淫思之言纵也”②。何焯评李商

隐《燕台四首》:“四首实绝奇之作，何减昌谷?”③这种

谲怪风格是温、李晚唐歌行作品区别于齐梁的重要标

志之一。冯班深谙温、李二人谲怪之风的来源，也将李

贺视为重要的诗学资源，他两次仿写《十二月乐辞》，在

模仿中揣摩李贺出人意表、刻意求奇的艺术意志，如:

鲤鱼风来凉洒洒，台榭参差树高下。绿带纤

钩猩色花，锦文狼藉吹鸳瓦。黛减兰销曲房曲，凤

纱纰软腰如束。南塘旧叶未胜巢，唐边嫩粉抽青

玉。④ ( 《十二月乐辞效长吉·四月》)

首句“鲤鱼风来凉洒洒”似来自李贺“日脚淡光红

洒洒”，风凉而著以“洒洒”，反映了冯班欲学习李贺那

种使无形的触觉变得有形有质的构思方式的意图。诗

中绿带纤钩、嫩粉青玉所指是自然界花木，但在体写时

均出现变形。以钩、玉之类坚硬锐利之物作为喻体，这

也是李贺赋写物象时惯用的手法。此外，“锦文”本是

华美之物，而以“狼藉”形容之，则出人意料之外。这种

陌生化的修辞搭配也是冯班构筑李贺式怪奇风格的重

要手段之一。

除冯班之外，虞山诗人钱曾、吴绡均有效仿李贺的

《十二月乐辞》组诗，且都能从艺术构思的高度把握李

贺的风格，这很可能是因为受到冯班的影响，如钱曾

《十二月乐辞·三月》:

乱红裹春香湿天，楼上秦娥伤雁弦。金钗绿

鬓淮南客，娇行纵辔嘶连钱。飞绵扑水暖烟薄，雌

鸾雄凤巢阿阁。细尘漾影日融融，鹂黄飞过鞦韆

索。杏桨兰桡翠羽舟，石城柳暗迎莫愁。⑤

此诗色彩艳丽浓重，诗境在李贺、李商隐之间。虽

然“金钗绿鬓”“雌鸾雄凤”稍嫌字模句拟，但钱曾更多

地从构思立意的层面出发去模仿李贺风格。比如，“乱

红裹春香湿天”同时表达了视觉、触觉、味觉三方面的

感受，给人应接不暇的阅读体验，在立意上接近李贺的

“依微香雨青氛氲”和“熟杏暖香梨叶老”等诗句。“未

分化的感觉”⑥曾被川合康三认为是李贺典型的感物

74

刘一: 虞山诗派后期领袖冯班与清初齐梁体歌行的再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冯班:《陈邺先旷谷集序》，《钝吟杂录》附录一，第 152 页。
胡震亨:《唐音癸籖》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75 页。
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卷五十八，北京: 中华书局，1987 年，第 1270 页。
冯班:《钝吟老人集外诗》。
谢正光笺校:《钱遵王诗集笺校增订版》，台北: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7 年，第 78 页。
川合康三著，刘维治、张剑、蒋寅译:《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315 页。



方式，但钱曾能抓住传达这种缥缈感的具体艺术表达

手法，从而成功地复制出与李贺类似的怪艳之风。
要言之，冯班认识到温、李歌行受李贺影响而涉于

谲怪，因而直接将李贺立为效仿对象。他和钱曾等追

随者皆能从立意、构思的层面上去把握李贺的文字气

息，李贺式雕镂的艺术意志、陌生化的修辞手法和人工

化的营造，使他们的歌行在齐梁式秾艳雕缋之外增加

了谲怪之色，呈现出鲜明的中晚唐风格。

( 二) 声调谐婉

温庭筠和李商隐的歌行往往四句一转韵，平仄韵

递用，而且全诗大多似律句。据王力的研究，这种对声

律协调的追求渊源于齐梁和初唐新式古风①。除此之

外，温、李歌行还刻意使用三平调、连续失粘等方式在

声律上营造独特的美感。张一南指出，这些特殊的声

律现象并不为齐梁歌行所具备，温、李借鉴古调调整歌

行声律的做法来自元和诗人李贺②，这些刻意的设计

力图在严谨之中求声情的变化跌宕，使得温、李歌行的

声律在和谐中又不失乐府的古朴。
冯班、钱曾、吴绡等人都能娴熟使用三平调、连续

失粘等手段有意为歌行作品制造特殊的声律效果。冯

班歌行较常出现三平调，这些三平调常常使用在相邻

两联的韵脚上，如:

沉香甲煎烟如雾，华宴横列开银屏
獉獉獉

。朱盘方

丈万钱直，中堂夜燕楼君卿
獉獉獉

。③ ( 冯班《公子行》)

紫炉勃郁羽衣下，双成独跨黄麒麟
獉獉獉

。岁星依

向东邻住，炉中一笑情相亲
獉獉獉

。④ ( 冯班《烧香曲》)

这两例在原诗中都是对盛大场面所作的概括描

写，如第一例“开银屏”“楼君卿”两联连续排布繁华意

象，勾勒出宴会的盛况，韵脚上三平调的重复又使声调

具有舒缓雍容之感。文字与音韵相结合，共同制造出

一种与律诗不同的、既古朴又富丽的声情。冯班等人

歌行中的三平调有时也出现在一个完整意义单位的初

始和末尾，如:

楼中淡日红亭亭
獉獉獉

，琤 碎玉鸣檐马。花奁金

隐古漆光，口脂冻滑珊瑚香
獉獉獉

。⑤ ( 冯班《楼中忆春

词》)

乱红裹春香湿天
獉獉獉

，楼上秦娥伤雁弦。金钗绿

鬓淮南客，娇行纵辔嘶连钱
獉獉獉

。⑥ ( 钱曾《十二月乐

辞并闰月·三月》)

在这两例中，三平调分别出现在一个意义单位的

初始和末尾，舒缓悠长的三平调在首、尾的位置互相呼

应，给歌行的声律带来一种回环缭绕之感。
除了刻意造成三平调之外，虞山诗人有时还会尝

试规律排布失粘和失对，造成有别于近体格律的独特

韵律美，比如钱曾《十洲词》:

十洲银牓当空立，半夜老鱼乘水入。湘君呵

鹿种菖蒲，烟底耕烟瑶草湿。佩鸾金翅暗生尘，花

骨年年媚古春。虚鬟笼鬓咽愁思，幽光直上摇空

云。云为车，风为马，密香邀客红楼下。回头笑语

玉蟾蜍，浪将弓影抛鸳瓦。⑦

此诗很少失对，但联之间却无一处遵守粘的规则。
如此高的失粘概率，应非出于偶然，而当是诗人的刻意

营造。连续的失粘使每一联的第一个重读音节都成为

平声，在联间的同一位置造成一种相互照应的音乐效

果。钱曾的歌行有时还会出现通篇失对的情况，如《海

上谣》:

浪花压压凉蟾小，龙堂画壁椒泥老。玉壶扣

破不分明，香烟薰杀鸳鸯鸟。长眉海女骑青鸾，隔

云含笑 抛 金 环。鲤 鱼 不 为 寄 书 去，珊 瑚 枯 死 如

枯兰。⑧

此诗每一联的上下句都失对，但联间又不失粘，因

而诗中每句的第二字都是平声，平声字的规律性出现

使此诗节奏既分明又紧凑。结尾两联又用三平调，位

于每句结尾处的“骑青鸾”“抛金环”“如枯兰”几个三

平调与句中第二字的平声连成一片，颇有一种繁弦促

柱之感。
综上可知，冯班等诗人在继承齐梁体歌行讲究声

律的特色之外，又学晚唐李贺、温庭筠，精心设计调整

歌行的声律，在大体合律的基础上追求变化，创造出一

种与律诗不同的带有乐府特点的声律美。

( 三) 有词无情

温庭筠和李商隐的歌行充斥众多华美物象，却很

少有感情的表露，这本是承齐梁歌行的传统而来的，不

过，相较齐梁，温、李歌行用力更深，设色更浓，感情的

表达也更加深隐难求。前人对这种独特的风格已有评

说，如陆时雍认为: “温飞卿有词无情，如飞絮飘扬，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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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指适。”①所谓“有词无情”，即指温庭筠重视物象营

造而轻视情感抒发的表达方式。
冯班歌行在堆砌华美物象而回避情感抒发这方面

酷似温庭筠而程度更有甚之。被虞山后学王应奎评为

肖似飞卿风格的几首歌行，往往都是用事艳丽，缄怀不

露，深著语，浅著情的篇章，如《阳春曲》:

银钩彩络双鸾斗，锦痕花蹙秾红皱。杏梁燕

语莫愁眠，丝丝日影熏残昼。玉台霍霍挂菱花，漆

背金龙双攫拿。水翦清眸新月曙，十指如葱扶晓

鸦。城南陌上桑芽绿，云影烟丝交促速。长檐金

犊不相迎，暗上墙头窥宋玉。②

这首诗属于闺怨题材，作者下笔丝毫不涉主人的

心境，也略无悲恨怨愤之辞，只是冷静地铺陈她在春日

闺闱独卧独坐的光景。闺房内的物象不仅有银钩、锦

帐、菱花镜，女性的清眸、纤指、云发也被无差别地涵括

进来，与卧具、妆奁共同组成一幅华丽柔美的空闺图

景，而她渴盼爱情的心绪则始终隐藏在物象之下，只通

过诗中的绮丽物象而达到一定的暗示。全诗形象鲜

明、色泽艳丽，但是情感的分量却十分淡薄，诗歌的思

想意旨也十分模糊，“有词无情”的程度比温庭筠有过

之而无不及。
吴绡作诗受冯班指授处颇多，虽然身为女性，但她

创作齐梁体歌行时并不比男诗人更多流露自己的心

曲，而能谨守诗体特征，以冷静客观的笔触描绘女性生

活图景，且不避容饰形体的细致刻画，笔触艳丽大胆，

比如:

风吹乱絮云盈盈，花压粉墙围笑声。中园美

人歌扇薄，金蹙夹罗香汗轻。烛泪堆盘夜来宴，华

堂缨袍谁相见。脉脉娇魂 不归，蜂语枝头香几

片。红迎日影花满腮，画屏翠幕烟波开。陌上城

南采桑路，朱轮碾处添青苔。③ ( 《十二月乐府词

并闰月·三月》)

歌咏宴会上的歌姬舞女，也是齐梁间诗人惯作的

题材。这类诗歌一般充斥着以男性目光对女性的审视

和刻画，常涉及女性的容貌、体态、服饰等。不过吴绡

写起歌行来，笔力比男诗人也不遑多让，她目光灼灼，

视线逼近聚拢，不仅看到美人的歌扇、舞衣，还关心她

粉腮上的花影甚至舞衣上的香汗。这些意象的肉体意

味非常强烈，诗歌也因此呈现出与男诗人类似的那种

对女性姿容的品鉴口吻。着力描绘女性外在美的同

时，吴绡注意避开对她们内在情绪的直接描写，更不作

主观的判断和抒情，尾联中采桑的典故或暗示诗中主

人公对于感情的期待，但她的心绪都以形象的形式得

到呈现，毕竟含蓄不露。除此诗之外，吴绡的《春闺曲》
《春晚曲》等歌行，都带有重词轻情的特点，像“蜀云金

刻罗屏窄，枕腻小山雕瑟瑟。差差鸳瓦日当檐，玄衣双

睇珠帘隔”，“楝花风起春如醉，海燕劳劳云碎碎。湖头

两桨白昼闲，莫愁深下珠帘睡”等联句都不涉情志，只

以鲜明艳丽的形象给人以美的享受。
要言之，冯班及其追随者们从温庭筠入手，学习齐

梁体歌行重视物象描绘、轻视感情抒发的特色，他们的

歌行常着力于意象的铺陈，且不避艳逸新僻的闺阁、女
性意象，色彩炫目但冷淡寡情，这种有词无情的歌行风

格逼肖晚唐温庭筠。但若从诗人才力的强弱来看，冯

班等人在立意的新巧、思致的曲折、意象的丰赡等方面

都逊色于温庭筠，因而冯氏后辈冯武也认为冯班虽似

飞卿，但“力弱耳”。

四、结 语

以冯班为代表的虞山诗人对齐梁诗风的追步，具

有相当的学理性。冯班等人一方面能够清晰地把握作

为近体诗源头的齐梁体诗歌的发展演变历程，另一方

面能对诗史上的歌行概念做出深入细致的划分和辨

析。所以他们既能在创作上全面覆盖包括齐梁体歌行

在内的各种典型齐梁旧体，又能用一种纵深的视阈审

视齐梁体歌行在诗歌史上的历次复现，从而选择从晚

唐李贺、温庭筠的歌行入手向齐梁复归的道路。
齐梁体歌行声调谐婉，语言流利，物象华艳，冯班

对这一体裁的关注，体现的是虞山诗人向近体诗源头

寻求灵感和资源，用来药救虞山宗宋派末流诗人喜用

露骨硬语、以枯燥议论为高的诗学倾向。通过对温庭

筠和李贺的学习，冯班一派诗人对齐梁体歌行的艺术

形式作了全面的继承，而在功能上则进一步淡化齐梁

体歌行的情感因素，这种刻意的选择和创新，也就是齐

梁诗风在清初的新发展，丰富了齐梁诗学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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