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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言“意内言外”说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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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惠言的尊体路径是以经学自上而下统摄词学，“意内言外”说是对词体本质的定

义，将词视为载道之“器”，遵循舍词之“象”而无以得其“意”的解词方法，追求词的文与质相符，有

益于礼乐教化。张惠言词学审美理想的最高标准是“渊渊乎文有其质”，并非“深美闳约”。《词选

序》不反对清空骚雅的词学风格，而是诟病词作者不得词体比兴寄托之正。张惠言与浙西词派并

没有形成实质上的争论和对话，两个流派的词学理论不属于同一层面的表述，使后人产生张惠言

词学理论重内容而轻音律的错觉。
［关键词］张惠言; 意内言外;《词选序》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 2017) 05－0204－06

张惠言《词选序》及“意内言外”说是探讨清代中后期词学转变不能忽略的重要文献，也是历来词学

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学界在肯定《词选序》及“意内言外”说的理论贡献时，也指出张惠言词学理论的不

足，主要认为张惠言及后学过于强调比兴寄托而忽略了音律，其理论在实践中有穿凿附会之嫌，缺乏变

通; 张氏后学对此的修正和补充，才使其理论获得新生。然而，一个被后世研究者认为有缺陷、少变通的

“简陋”理论，如何能对后世词学理论产生重要影响? 如果一个理论本身有致命缺陷，又如何能够被修

正呢? 张惠言理论本身及其与批评实践的背道而驰，这其中的张力，值得反思与探讨。

一、明道观念与《诗》学的复归

张惠言( 1761－1802) 于嘉庆二年( 1797 年) 撰《词选序》，引领了近一个世纪的词学风潮。张氏对学

术的侧重有大致的序列: 经、古文、赋、词，词学的地位较后。其为学是一个“明道”的过程，据张惠言弟

子董士锡( 1782－1731) 说:“先生初学为词赋古文，既成，以为空言未足以明道，乃进求诸六经，取汉诸儒

传注读之，尤善郑氏《礼》，尽求郑氏书，得其《易》注，善其以《易》说《礼》，而其注残阙不备，更求诸易家

言于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得所引虞氏注文稍完具，遂深思天人之际、性命之理，求其义例三年。”［1］张

惠言将“明道”放在首位，“明道”不能离开六经。张惠言以研究虞氏《易》而著称，研究虞氏《易》是为了

理解郑玄《三礼》，进而明六经，得先王制礼作乐之旨，最终“明道”。然而“明道”也非张惠言的最终目

的，其意在得“道”以后“致天下之用”。张惠言遵循的是乾嘉汉学普遍的研究路径，选择由《礼》而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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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旁及《易》，最后回到《礼》，即从人事入，推究天道，最后复归于人事。制度、秩序一直是张惠言治学

的核心，对于“明道”的追求，对于经学一以贯之的态度，均深刻影响张氏的文学观，并作用于词学理论。
明末清初以来论词的最大特点在于尊词体，而辨体是尊体的前提。清代词论家于词体、诗体的界限

默会于心，因此在尊体过程中避免了模糊词体特征的弊端。在尊体的过程中，强调儒家诗教，进一步向

诗学靠拢，逐渐变成了词学家的一种理论共识。清初的尊体进路大致分为二途，一是抹平文体尊卑，一

是上溯风骚传统。
陈维崧( 1625—1682) 的尊体路径是抹平文体尊卑。康熙十年( 1671 年) 前后他为《今词苑》撰序，

认为“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2］303。既然文体只是个人才性的载体，那么词体也就和其他

文体一样，并无高下之别。“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也。”［2］303词体也如经史一样，可

以承载与经史一样的内容。“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2］303 他偏好苏轼、辛弃疾的词

风，反对纤弱侧艳的风格，为自己词作中“以经史为词”找寻理论依据，认为词亦可以承载厚重的内容。
陈维崧并非不清楚词体特性，但抹平各种文体间体制上的差别、尊卑，以推尊词体，某种程度上不符合词

体本身固有的体制特点，只符合其个人才性，故此尊体路径并不被后来者推重。
朱彝尊( 1629—1709) 则是上诉风骚传统的代表。他给吴绮( 1619－1694) 《艺香词》的题词: “诗降

而词，取则未远。一自‘词以香艳为主，宁为风雅罪人’之说兴，而诗人忠厚之意微矣。窃谓词之与诗，

体格虽别，而兴会所发，庸讵有异乎? 奈之何歧之为二也。园次之词，选调寓声，各有旨趣，缠绵悱恻，足

以兴感，而不失诗人忠厚之意，岂特其词之工也已。”［2］102明确反对王世贞( 1526—1590) 的观点，认为词

与诗文体虽然不同，比兴感发之诗教却无异。有学者指出，清初《诗》学向比兴传统的回归，是与《诗》学

发展中逐渐由朱熹《诗集传》转向汉代毛诗、郑注主美刺政教相同步的，词学亦与诗学同步。但从文体

尊卑的角度看，清初以来尊体是自下而上的比附，张惠言尊体是自上而下的贯通。张惠言也确实用其经

学统摄古文、赋学、词学。换言之，是以经学立场来要求词学符合儒家政教传统，重建社会秩序。

二、尊体意图: 词是载道之“器”
从《易》学、《诗》学对词学的统摄，还不足以解释为何到了张惠言，而不是之前的王昶 ( 1725—

1807) 、凌廷堪( 1757—1809) ，比兴寄托才成为解释和创作词学的唯一方法。欲找寻合理的解释，必须

回到张惠言的文本:

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传曰:“意内而言外者谓之

词。”［3］60

首句指出词的起源，同时肯定词的音乐性，即“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可见张惠言对词的音乐属

性未曾忽略。“因系其词，故曰词”，“系”指的是将事物连接到一起。因此，张惠言对词下的第一定义

是，词是音乐与语言的结合，这个定义也是词不同于其他韵文的特点。虽然张惠言还没有明确指出

“乐”是特指隋唐的燕乐系统，但对词体的历史源流是清楚的。而第一定义非张氏写作此文的目的所

在，接下来提出的第二定义更关乎词的本质:“意内而言外者谓之词”。张惠言为学讲究贯通本末，这个

定义的分量很重，张惠言之后的历代词学家和研究者对这句话都进行过反复的解读，这里要强调的是，

张惠言说“意内言外”谓之词，其实是一个隐喻，词是一个“容器”。张惠言心中也有此隐喻结构，是用来

形容礼乐的，“礼乐者，道之器也。”［3］195理解了他对于词的这个“器”的比喻，再来理解他说词是意内言

外，就很明晰了: “意”在词之内，而“言”在词之外。只有一个容器才有内外之别，张惠言将词视为

“器”，这个隐喻赋予了词别样的理论色彩。
将文体视为载道之器，非张惠言独创，这是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之一，韩愈“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

而肆其外矣”［4］，就是将文视为“器”。梅尧臣“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含蓄，方

入诗格”［5］。所谓“内意外意”“内理外象”，也是将诗体视为一个“器”。张惠言采用了古人特有的思维

模式和认知方法。词作为一个载道之器，与诗、文相较，其独特性何在? 需要考察张惠言特有的学术观

念以及他对《诗》学、辞赋的理解。
张惠言继承尊体之传统，不尊朱熹《诗》说，而以汉学家法、师法的眼光，以传统的香草美人之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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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寄托之旨论词。《离骚章句》云: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6］许子滨认为王逸“兴”、
“喻”名异而实同。张惠言论学重家法、师法，极重郑玄，故跟随郑玄的思路，亦重视“兴”体超过“比”。
张惠言在《诗》学上遵从毛亨、郑玄之旨，取象譬喻，视“兴”与“比”无异。何以重视“兴”? “兴”之旨较

为隐蔽，难以索解，符合张惠言对词体特性的描述，也与《易》中对“象”的描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张惠言

对“兴”的理解，最先运用到赋学理论中。其论赋以汉代《诗》学为标准，同时承继《文心雕龙·比兴》的

思路，强调“兴”的重要。《七十家赋钞目录序》申其旨:

论曰: 赋乌乎归? 归乎志? 曰: 归乎正。夫民有感于心，有概于事，有达于性，有郁于情，故有不

得已者，而假于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3］18

张惠言在给赋下定义后还有一段对“象”的描述，基本上遵循的是《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的思路。但张惠言强调用“兴”来阐释，他说“言，象也”，如果将张惠言对“言”的解释，与“意内言外”结

合，即“意内象外谓之词”。其强调“象”的重要性，正是对于儒家诗教中引类譬喻的回归:

《诗》之义六，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者之体，主于一而其用五。［3］19

所谓“主于一而其用五”，指主于“兴”而其用五。张惠言以“兴”来统摄其他“五义”，可见他对“兴”
所代表的“喻”的重视。张惠言认为圣人殁而微言绝，只有荀子、屈原能以引类譬喻述先王之道，礼乐之

旨。所以在继承“兴”的方面，赋乃诗之变体。
理解了张惠言在赋体中对“兴”的运用，再回到张惠言对词所下的定义。词是“意内象外”，就“意”

与“象”的对应关系，客观上“意内象外”解释了语言的某种基本特征，以语音形象为外在表现形式，内里

包含相应的意义。语言符号的语音形式和形象表达是客观的，可为人的感官所感知，但语音、形象和它

所代表的事物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意义却是在约定俗成，得以与外在形式结合之后才可以被理解的。
语言的“象”与“意”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总是充满多义性。一个“象”可以对应多种解释，香草美

人之“象”并非仅对应高洁忠贞之“意”，即“象”可以是不变的，而“意”是变动不居的。运用比兴寄托之

法，正是确定“象”与“意”的唯一关系，“象”指向的是一定的“意”，而难以索解的“意”则因与“象”的固

定关系而得以“明”，不再处于隐蔽的角落之中。这一固定关系一旦被指明，那些不能自言的幽微情志，

就能得到梳理阐发，诗教也就能得到贯彻。张惠言以比兴寄托，建立“意”与“象”的对应关系，重新确立

诗教指导词学创作的唯一地位，此为张惠言的旨意所在。

三、词学批评方法: 舍“象”无以言“意”
张惠言表现了以引类譬喻，寄托之法重新建立诗教以指导词学创作的意图，此外在对词体是载道之

器的认识基础上，张惠言抓住了“象”这个核心概念。“象”即“兴”的关键，“象”也是《易》的核心，形成

其完整的词学批评方法。虽然《易》之“象”与诗歌中的意象其实有区别，不可一概而论，然而在张惠言

的经学眼光看来，《易》之“象”和文学作品中的意象是可以相通的。
《易》本就是解释天道阴阳之变化，兼通神明、类万物，《诗》及其流裔自然也在《易》的统摄之中，且

《易》之象也与文学作品中之“象”有着某种类似的地方。《系辞·下传》对于乾坤二象的描述“其称名

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 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7］，二者关系隐然可见，都有文辞简约而

意旨深远广大的特点。张惠言《周易虞氏易序》中有一段话尤其值得注意:

依物取类，贯穿比附; 始若琐碎，及其深沉解剥，离根散叶，鬯茂条理，遂于大道，后儒罕能通

之。［3］39

张惠言认为虞翻之解释《易》的方法，贯穿比附、看似琐碎，然而最后能畅通条理，得先王之道。这

段话在《词选序》中出现过类似的表达:

然要其至者，罔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不徒雕琢曼辞而已。［3］60

词之至者，也能鬯茂条理，有所依归，这个依归，与《易》一样，正是“道”。因此，张惠言将《易》与

《诗》贯通，以《易》之象贯通“兴”之象，进而贯通词。其对“象”的理解，得益于虞氏《易》的研究。章学

诚言“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8］，从张惠言《七十家赋钞目录序》所描述的象来看，有自然之

象，也有人心营构之象，而对于词体来说，张惠言则是专注于“人心营构之象”。张惠言认为圣人未尝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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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而言理，所以比事合象，而特重人事。其曰:

孟氏说易，本于气，而以人事明之。然虞氏之论象备矣，皆气也。人事虽具说，然略不贯穿。匪

独虞翻，郑、荀多说人事者，爻象亦往往错杂……夫理者无迹，而象者有依; 舍象而言理，虽姬、孔靡

无所据以辩言证辞，而况多岐之说哉! ［3］41

孟喜说易以卦气为主，所谓阴阳消息，即以卦象中阴阳在六爻中的升降来解释卦所呈现的象，而这

些“象”又是人事的象征。虞翻、郑玄等多以人事来说明爻所呈现的象，再由象以明阴阳之升降，最终得

圣人之“道”。张惠言认为道是看不到的，舍象就无法探知玄奥的道，人事是具体的，人事呈现了象，象

就有了依据，那么由象就可以明道。从这里可以看出，张惠言认为形而上的、抽象的道是不存在的，

“道”不在“象”外，“道”在“象”中，圣人舍象亦无以明道。所以，张惠言认为应当比事合象，然后推断爻

辞，最终解释卦象，卦象又是圣人所设，圣人之义能够得而闻。象之中，张惠言又特重《礼》象。张惠言

论学重师承，所以他从事《易》学所选择的虞翻也是得孔门《易》学正传的学者，他的旨归又在《礼》，他

曾说:“六经同归，其指在礼。”［3］165而“取象释礼”的学者只有郑玄，因此他对郑玄是非常尊崇的:

是故易者，礼象也。是说也，诸儒莫能言之。故郑氏之易，其要在礼。若乃本天以求其端，原卦

画以求其变，推象附事，以求文王、周公制作之意，文质损益，大小该备，故郑氏之易，人事也，非天象

也。此郑氏之所以为大，而定宇氏未之知也。［3］62

郑玄对《礼》极精通，张惠言说:“《记》曰: ‘夫礼，必本于太一，转而阴阳，变而为四时，其降曰命。’
故知《易》者，礼象也。”［3］40－41既然《礼》本于天道阴阳，那么与《易》就是相通的。张惠言认为《易》之象

乃《礼》之象，如果推象附事，就能得文王、周公制礼作乐之意。因此，张惠言直言郑玄之《易》就是人事，

而非天象。张惠言认为舍“象”而不能得《礼》之“意”，舍《礼》而不可得圣人之道。那么，对于词的“象”
以及比附“象”的人事来说，既然是归于诗教之正，就要受到《礼》的规范，这样词既是个人内在道德修为

的体现，也是对社会秩序崩乱的哀怨讽刺以及对恢复圣人之道的殷切期盼。

四、词学审美典范:“渊渊乎文有其质焉”
在理解了张惠言词学的起点、意图、方法之后，可以试着对张惠言的词学本体论作一小结。张惠言

给词本质的定义，视词为载道之器，强调“兴”的作用，引类譬喻，以外在之“象”而求词内在之“意”，以

比兴寄托的解词方法，确定“意”与“象”的唯一对应关系。而词不离“象”，舍“象”不能得词之“意”，而

“象”乃人事之象征，“象”中又包括先王礼乐制度，所以张惠言特重人事，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张惠言解词

常以史实比附词中之“象”，这正是他解词方法的具体运用。张惠言将词视为“器”，他说:

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

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3］60

《汉书·艺文志》说赋“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9］，与“缘情造端”相对，可知张惠言认为词之开端

在于“缘情”而不在“感物”。换言之，张惠言更加注重“人心营构之象”，为词体导向诗教之正提供了可

能。后面一句“兴于微言”到“以喻其致”，张惠言在此仍强调“兴”和“喻”的重要性，同时指出词体的特

征，一是微言，一是低徊要渺。微言指隐微不显、委婉讽谏的言辞，低徊要渺来自楚辞，张惠言认为屈原

之赋“谲而不觚，尽而不觳，肆而不衍，比物而不丑; 其志洁，其物芳，其道杳冥而无常”［3］19。觚与觳都是

古代的盛酒器，张惠言的比喻也暗含着将赋视为“器”之意，屈赋虽然风格诡异多变，依然符合“变风发

乎情，止乎礼仪”的诗教。“以喻其致”，“致”可作志向、目标解，也可作意态、情趣解，这里看不出张惠言

有所偏重，应是情志并重。从词所具有的委婉讽刺，寄托比兴之“器”来看，词确与变风变雅、楚辞同归。
词体不需要承载雅、颂等赞美的功能，而是专注于怨刺，是对王道熄、圣人之教不传的哀怨。在对词体与

诗骚的关系进行论述之后，张惠言道出了他对词体这一“器”的特质的理解:

然以其文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然要其至者，罔不恻隐盱愉，感物

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不徒雕琢曼辞而已。［3］60

“其文小，其声哀”，词作为“器”的特点正在于文小而声哀，作为“意内象外”的词体，词人之“意”不

能自我显现，必须借助“象”。所以文小而声哀，正是指的“象”小而哀，外在的文辞形象是小巧的、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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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哀怨的。词之为“器”的特点，就是词“器”看起来较小，实则如果以“象”得“意”的话，内在之“意”和

诗赋并没有不同。词的“开口”较小，而内里广大，《礼记·月令》言“( 孟冬之月) 其器闳以奄”［10］487，清

人孙希旦说“器闳以奄，谓其中宏大，其口揜小，象冬气之收敛而藏物于内也”［10］487。词正是这样一个

“闳以奄”的“器”。张惠言认为因为词的“开口”较小，“至者”，那些有会于心的作者，并非雕琢文辞而

已，与从事《易》的研究一样，情志各有所归，取精用弘，得圣人之“道”。而那些没有体会到词的这一层

精义的作者，或流为柔糜侧艳，或流为叫嚣俳谐，不入于“开口”之中，也就失了规矩，与“道”相去甚远。
张惠言定义了外在之“象”小而哀，“意”不离诗教之比兴、美刺的“意内言外”之“器”的词体典范。因

此，张惠言的作家论，是先构想了理想的词体典范，然后才去寻找匹配这个典范的作家。这与他对古文、
赋的理解方式一样，需要寻找典型，古文里找到的是荀子，赋则是荀子和屈原，词里则勉强找到温庭筠:

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韩翻、白居易、刘禹锡之徒，各有述造; 而温庭筠最

高，其言深丽闳美。……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
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3］60

张惠言认为之所以唐五代之词“至其工者，往往绝伦”，是因为“近古然也”。唐词并非他审美理想

的典范，而他在唐词中选出的代表是温庭筠，“其言深丽闳美”。“深丽闳美”有异文，道光十年宛邻书屋

刻本《词选序》中写作“深美闳约”，同治八年刊评点本《茗柯文编》中写作“深丽闳美”，这个问题稍后辨

析。张惠言说“其言深美闳约”，是就“言”而发，并非词之全体［11］103，因此并没有给予温庭筠最高的地

位。“张惠言‘深美闳约’四字原是用以专评飞卿词之‘言’的，自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约之为‘飞卿

之词，深美闳约’后，后人转述张惠言，多承周济之说，易‘言’为‘词’，其基本意义固无大碍，但张惠言既

以‘意内言外’疏释‘词’之概念，则‘言’当与‘意’共同构成‘词’的合理内核，而张惠言不称飞卿之意，

专称其言，未必是对飞卿词的至高评价，其‘最高’之地位也只是限于‘唐之词人’而已。”［11］103后世学者

事实上大多是接续周济的观点，以“深美闳约”论词之全体。如果回到张惠言说的“言”，其实也就是

“象”。“意”不能自明，所以“象”成为了能否得作者之“意”的焦点，“深美闳约”强调了“象”的艺术表

现力。如果考虑到另外一个版本的异文“深丽闳美”，那么就更加明确是指向“象”的审美特质。
由此可知“深美闳约”并不是张惠言的最高审美标准，后来者之所以会将“深美闳约”指为词学典

范，是因为“意内言外”定义本身的模糊性造成理解的分歧。这种分歧大致分为三类情况: 第一类是将

“言外”理解为单纯的语言的形式，“意内”则是内容。“深美闳约”就被理解为内容深刻广大，语言形式

( 也包括语音层面) 简约优美。后来谢章铤说“意内音外”，正是此思路的体现。第二类将“言外”看作

是表层义，“意内”看作是深层义。“深美闳约”就被理解为以表面之“美而约”的形象，寄托更深一层的

“深而闳”的意蕴。这是为后世研究者普遍接受的理解，也是后世词学家批评的所谓胸中“横亘一寄托”
的原因。第三类“言外”是象，“意内”是不可直接解释体会的幽深之情志，必须通过“象”来呈现。“深

美闳约”就是以“象”之理想形态，使得内在之情志得以显现，无此“象”便无此“意”。张惠言对词的理

解更加接近第三类。张惠言认为的“象”是“人心营构之象”，并非静止客观的，人心之“象”是主观且变

动不居的。这样的“象”对应的“意”是游移不定、难以索解的，只能贯穿比附，以人事之变动比附人心之

“象”的变动，因此需要比兴寄托来确定“象”和“意”之间彼此一一对应的关系，以求得作者寄托之旨，

亦最终通过人事来求得作者之真意，明圣人之道。
本着这样的词学观念，张惠言认为唐代以后的词人基本上都有不符合词学典范的情况。在张惠言

看来，词体典范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出在后面的创作者身上，是他们不明词体三昧。张惠言所谓

“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实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文质者，礼乐之情也。尚文尚质者，所以由以入礼乐之途也……［3］195

张惠言认为文质是礼乐政教之途径，换言之，文质也是礼乐教化天下的体现。何谓文质:

文质者，其要在父子君臣之序 ……故文者，作其不容己之情而已; 质者，反其不容伪之诚而已。
情不容己，故手足耳目皆有所曲，而致诚不容伪，故周旋进反皆有所丽而存。是故文质之为礼，犹曲

蘖之为酒也。圣人合文质于礼，而轻重之，以为教，犹酒人之轻重其曲蘖以为齐也。［3］171

在《礼》学复兴背景下，将文质与礼乐结合起来的看法并不鲜见。张惠言认为后人对文质关系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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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的，一般都重质轻文，他认为文质不可偏废，文质就是秩序的安排，过质则野，过文则伪。张惠言将

文质比作酿酒的酒母，礼乐就是酒，文质之比例是由酿酒人根据酿酒需求来搭配的，最终文质是要起到

发酵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也阐明了文质彬彬是进礼乐之道。“文质论”是张惠言的一个

重要观念，其迻言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等人的部分词作，评价不可谓不

高，可谓既善且美。在张惠言看来，词学不分北宋、南宋，也不分苏辛、姜张，这些词家的部分词作已经有

益于礼乐政教之途。然而，宋代作者问题在于“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3］60，时失比兴寄托

之正。宋代之后，词家“弥以驰逐，不务原其指意，破碎奔析，坏乱而不可纪”［3］60，更加不能得作词之真

谛了，所谓“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3］60。张惠言绝口不提宋以后的元、明乃至于清的词家，并非直接否

定了本朝词家及所有词学流派的努力，也并非截断众流的大胆判断，此论不是针对他们而发。实际上这

是张惠言阐明他对“道”的认识，表明自己观点的笔法，是他为古文的方式。如果将《词选》看作古文，与

《文稿自序》《七十家赋钞目录序》的结构和叙述方式相比较，就会明白此意。张惠言选赋、论古文，都有

自己的裁断，古文截止到宋，赋只到唐前，这是他复古倾向的表现，也是历史退步观的展现，所以他才会

认为唐词可取是“近古然也”，并非词学典范。
张惠言编选《词选》，意在正本清源，故而直追大本，而不在他认为的末流上纠缠。所以他说“义有

幽隐，并为指发，庶几塞其下流，导其渊源”［3］60，要将词作中隐微之义通过以人事比附“象”显现出来，以

得作者作词之情志，归乎诗教之正统，“无使风雅之士惩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讽诵之

也”［3］60，使词最终有益于儒家教化。总之，张惠言对于词体的理论是完整的，他并非不重音律，音律一

开始就存在于常州词派的词体理论之中。张惠言肯定了作为“器”之词本身的音乐性，这就为常州词派

兴起后吸收浙、吴两派重视词律和词的音乐特质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论是将“言外”视为语音形式，还

是将词这个载体看作具有音乐特征的文体，张惠言都未尝忽略词的特性，这从张惠言对词下的第一定义

可以看出。再加上张惠言在经学指导下对词体本质所作的新定义以及一整套完整的解释和创作词的方

法，其词学理论可谓本末兼具。因此，张惠言并不真的反对哪一种词体风格，只要这种风格能得词体之

规矩，诗教之旨，比兴寄托之法，不论是清空骚雅、遒劲狂放，还是婉约侧艳，都在可接受的范围。
金应珪《词选后序》，也正是对张惠言词学宗旨的阐发。结合张惠言之宗旨，再来看文本，可知三弊

并非为《花间》词风、阳羡词派、浙西词派的流弊所发，是后人的发挥。金应珪在推阐师说的时候，也不

是指向风格，而是指向词“象”的。淫词之弊，乃描写已经脱离比兴，专写男女情事的词作，并非《花间》
词风的问题。鄙词的格调低下，态度轻浮; 游词的空洞乏味，言不由衷，也都是对比兴寄托之诗教的背

离，并非词体风格出了问题，而是由于作者的自我人格修养不够，导致“象”和“意”出了问题。近世词家

未认识词体精义，动摇了“象”与“意”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象”不得“意”，造成三种弊端，使得作为载

道之器的词离“道”越来越远，这是张惠言所批评的词坛现象。毋庸讳言，张惠言的词学理论固然在指导

创作中弊病丛生，前人论述已详备，然而据后世常州词派发展之弊端质疑张惠言词学理论本身的合理

性，或据后世文学本位来条理经学本位的张惠言词学，都难称切近。重新梳理张惠言的词学理论，正是

期望接近历史真实，还张惠言词学以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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