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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同道合曲同工
——探析龚自珍、魏源山水诗之同及其原因

陈涵薇  暨南大学文学院

摘要：龚自珍、魏源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两位杰

出诗人，以“龚魏”并称。他们创作的山水诗富含时代特

征，反映个人的思想情志，很有特点和价值。不仅有诸多

差异，亦有多处相似。对其的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入而全面

地认识与比较龚魏二人及其山水诗。本文将就二者山水诗

在诗歌内容、思想感情和表现技巧方面的相似之处及其原

因，分别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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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魏源，一双站在封建末世风潮浪尖的弄潮

骄子，身处同一时代，饱受相同的内忧外患，面对相似

的坎坷失意，同被目为“狂”、“傲”的他们，关注现实，

预感衰世的来临，几乎同时举起批判变革的旗帜。他们

是志同道合的挚交，文名相当的奇才，身世经历、思想

主张等诸多方面的相似使得他们的山水诗也有着许多相

似相通之处。

一、龚魏山水诗之同

( 一 ) 诗歌内容的相似
首先，龚自珍、魏源的山水诗都以山、水为描写主体，

他们笔下的山均大多是雄奇伟岸的：“畿辅千山互长雄，太

行一臂怒趋东”
1 (《张诗舲前辈游西山归索赠》其三 )、

“华山之高，吾不知其尚在青天之下，其色直出青天上，削

成四方五千仞，非有羽翼徒空仰”
2 (《华岳吟上》)，有时

也秀丽阴柔。他们描绘的南方的水大都婉丽柔美：“湖波烟

雨来空濛”(《能令公少年行》)、“水外有山山夹水”(《桂

林阳朔山水歌三首》其一 )。同时，他们均长于捕捉虚空、

缥缈、变幻无常的自然之景入诗，如：“云”、“风”、“烟”、

“光”、“影”等，呈现出一种“变幻美”，使得意境奇特超

迈：“名惊四海如云龙，攫拿不定光影同”(《能令公少年

行》)、“万光射处一光升，万光之下一碧承，光以内外星

闪闪，光以上下潮冥冥”(《岱岳吟下》)。
其次，除了自然景物之外，他们的山水诗中还共同包

含着其他的内容：描绘衰世的图景，展现人民的苦难；反

映新的时代内容，表露自己的先进思想和政治抱负；有时

含有游览古遗迹，咏史怀古的内容；有时包含寻寺访僧的

内容；有时表达理趣禅意；有时论说自然之理，整治山河

的设想；有时还流露出自己山水美学的观念。此外，龚自

珍和魏源对家乡的山水都倾注了特殊的感情，在他们的山

水诗中，描写家乡河山的内容均比较多。

( 二 ) 思想感情的相通
首先，龚自珍、魏源在其山水诗中共同表达了忧国忧

民之情：“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杂诗己

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其十二 )、“地气辄随王

气尽，前人留与后人愁”(《金陵怀古八首》其二 )；共同

揭露批判衰世的腐朽：“荚菔生儿芥有孙，离披秋霰委黄

昏。青松心事成无赖，只阅前山野烧痕。”(《己亥杂诗》

二二四 )、“若言江左少人物，前朝何故多英雄？若言长江

费关锁，何故先朝岁龙舸？”(《金焦行》)；共同呼唤破旧

革新的光明：“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

长是落花时”(《西郊落花歌》)、“五更浴日看潮生”(《楚

粤归舟纪游四首》其四 ) 等。上述这种在山水诗中流露忧

患意识和爱国深情、反映社会现实、寄寓政治情怀的倾向，

虽古人已有之，但显然龚魏的实质已与之不同。他们为山

水诗注入了符合时代特征的、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山水诗

从未有过的新内容，具有了爱国反帝、启蒙新民的鲜明特

色，影响了同一时期和此后一大批诗人山水诗的创作。

其次，龚自珍、魏源还共同热爱、赞美着祖国的山

河；时而发出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哀叹；时而流露思念

家乡，怀念亲人的酸楚；时而抒发亲友离别、依依不舍

的眷恋；时而表达积极入世、还乡隐居的矛盾等。此外，

还值得注意的是，“晚清部分山水诗体现着中国文人的传

统意识，或多或少地带有对封建盛世的憧憬与留恋。”
3

龚自珍和魏源也不例外，他们的一些山水诗也都流露过

这种情感：“西郊富山水，天子驻青旗。元气古来积，群

灵咸是依”(《春晚退直诗六首》其一 )、“内四岳镇禹九

疆，外四岳环天八荒。岂惟云雨遍四海，直与元气分后

苍”(《华岳吟下》) 等。

( 三 ) 表现技巧的相类
首先，龚自珍、魏源在其山水诗中共同并善于运

用奇特的想象、超越时空的幻想、典故、神话等表现手

法和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虚实相生，纵横开

阖，奇妙莫测：“奇龙怪凤爱漂泊，琴高之鲤何反欲上天

为 ?”(《西郊落花歌》)、“春雷怒万笋，阊阖排戈戟。石

腹裂百窍，吞吐云烟百”(《黄山诗六首》其三 )。他们

的山水诗共同“追求不恒常的构想、不恒常的描写、不

恒常的表意造语”
4
：“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

潮”(《梦中作四截句》其二 )、“水与山争怒，天为地所

舂”(《阳朔舟行六首》其一 )。
其次，龚魏均在其山水诗中渗入佛语、佛教意象，给

人以超凡绝俗之感：“莲邦纵使缘未通，他生且生兜率

宫”(《能令公少年行》)、“无端天中心，忽漾月华晃，五

色佛光圆，重晕羲轮广”(《村居杂兴十四首呈筠谷从兄》

其八 )。再次，他们在描绘自然山水时，都常常将景物人

格化、寓情于景，时而以乐写乐、以哀写哀或以乐衬哀：

“昆山寂寂弇山寒，玉佩琼琚过眼看”(《偶感》)、“草

光争赴水，浪影欲浮山”(《自定海归扬州舟中四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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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时而进行景物特写、凝聚情感：“破晓霜气清，明湖

敛寒碧。……疏梅最淡冶，今朝似愁绝”(《后游》)、“以

我不能往，送君生别愁。艰难成客路，天地入虚舟。鹊语

晨催舫，江声夜满楼。明朝登饯地，人去一峰留”(《汉

阳送人入蜀二首》其一 )；时而重组时空、情思绵邈：“小

楼青对凤凰山，山影低徊黛影间。今日当窗一奁镜，空王

来证鬓丝斑。”(《己亥杂诗》一八四 )、“可怜今夜月，正

照秣陵城，秦淮歌管变鼓钲，长爪巨牙街衢行。可怜今夜

月，会照庐州堞，八公草木风鹤声，沟垒高深为谁设！可

怜今夜月，方照金焦口，点点云鬟螺黛中，水战余皇瓜渚

守”(《江头月》)。
此外，龚魏的山水诗所营造的意境共同具有奇特超迈

的特点，这在上述引用的诗句中即可体现，这也是充满激

情、内心澎湃的他们对那个风云突变时代的呼应。另外，

龚自珍和魏源的山水诗风虽有区别，但也具有相通之处，

都兼有阳刚和阴柔这两种可并济的质素，且均以阳刚为

主，阴柔为辅。

二、龚魏山水诗之同的原因分析

( 一 ) 时代背景的相近
龚自珍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魏源比龚自珍

晚两年出生，比龚多经历了咸丰一朝。他们所处的时代，

正是清王朝由盛转衰，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内忧外患的历

史大变动、大转折时期。随着清政府统治的没落，高压政

策逐渐松弛，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内忧外患，以匡时济世

为己任、富有远见卓识的龚自珍和魏源，其文学作品中必

然对此有所反映。因而其忧国忧民之情便成为了二人山水

诗共同的情感主线。在山水诗中，他们揭露和批判衰世的

腐朽没落，呼唤着破旧革新的光明。

“晚清那种狂风骤雨的剧变时代，正是豪杰各自树

立的时代，受时代运会影响，诗人即使不求奇亦不得不

奇。”
5
龚自珍、魏源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山水诗，意境奇

特超迈、感情激越、音调高亢、风格均以阳刚为主、气势

雄壮，无不有特定时代赋予其的因素。奇异不寻常是对传

统与现实的反抗，雄浑刚健的气势是用来排解心中压抑苦

闷的情感。

( 二 ) 成长环境的相通
龚自珍和魏源均出生于名门望族，均从小被浓浓的儒

家传统文化包围，均接受着正统儒学思想道德的教育，同

样认同并实践着“读书、科举、入仕”的家族传统，立志

成为名臣名儒。加之父母长辈的性格人品、思想行为的影

响，使龚魏逐渐形成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以天下为己

任，济世安民。因而在他们的山水诗中，常常流露出忧患

之情。也因为理想频频受挫而哀怜感伤，但深入骨髓的儒

家人格又使得他们无法放弃自己的济世壮志，于是其山水

诗中便时而流露出入世与隐逸的矛盾。此外，龚魏在其山

水诗中还偶尔抒发了对封建盛世的憧憬和赞美，这也是他

们受家族氛围的影响，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思想文

化的影子挥之不去所导致的既批判又赞美的矛盾。同时，

龚魏生活成长的家乡，风景秀美，人杰地灵，给他们留下

了美好的回忆，因此二人在其山水诗中对家乡山水的描写

甚多，赞美有加，倾注了特殊的感情。

( 三 ) 个人经历的相似
龚自珍、魏源均仕途坎燷、郁郁不得志。他们大半生

在科举仕途的道路上挣扎，即使做官也只是受很大束缚的

小官，而且处处受排挤，受压迫，难以施展自己的才智。

腐败黑暗的社会加之自身坎坷不平的遭际和内忧外患的时

局，使得胸有大志的龚自珍和魏源的山水诗渗透着浓重的

忧国忧民之情，既有哀叹己身，又有揭露和批判现实社

会，用奇特超迈的意境风格来发泄苦闷、反抗现实，或多

或少流露出入世或隐逸的情怀。

同时，他们与一批有识之士、部分掌权的正直官员以

及社会底层人士交往，开拓了眼界，成熟了思想，加深了

对社会的了解，也使得他们对衰世的揭露、对社会弊病的

批判更加深刻，忧国忧民的情愫更加浓重，于是在二人的

山水诗中就有所反映和流露。与龚魏交往的这类人群中，

包含着在学术思想上对他们有影响的人物，其中尤以今文

经学家刘逢禄为代表。今文经学中“变”的观点，公羊三

世说变易观和变革思想，使得龚魏萌生“变”的意识，求

“变”倡“变”，这也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龚魏山水诗

中所体现出的“变幻美”，所营造的奇特超迈的意境，所

捕捉的变幻无常的自然之景，所运用的表现技巧等，都与

二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变”的意识有关。

( 四 ) 其他方面的相类
首先，在文学主张方面，龚自珍的“童心论”和“宥

情论”与魏源的“厚”、“真”、“重”，都强调诗歌要有真

情实感，要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以此对抗当时盛行于文

坛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和社会中的虚伪风气。因而在他

们的山水诗中，均大胆批判揭露衰世，展现人民的苦难，

移情山水，真切而自然地流露出忧国忧民、壮志难酬、离

别、思亲等各种情感，情真意切。

其次，在哲学思想方面，龚自珍和魏源均强调了“变”

的哲学观，都对量变与质变有所阐释，都重视“心力”的

作用，这使得他们山水诗的意境富于变幻，想象夸张，虚

实结合，时空重组，奇特超迈；也使得他们认识到清王朝

逐渐崩溃的事实，忧虑的同时加以揭露和抨击；还使得他

们相信自身的力量，用心力振奋勇气，都在其山水诗中憧

憬和勾画美好的未来，诗风偏于刚健，意境富于超迈。

再次，龚自珍和魏源除了深刻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

响外，还共同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佛家思想使得他们

的山水诗时常渗入佛语、佛教意象，时而包含寻寺访僧的

内容，时而透出禅意理趣，想象时而与佛教有关，天马行

空，使得意境也更加超迈奇特；道家思想使得龚魏更加向

往自然，寄情山水，诗境诗风超然物外、自由无羁，感情

真挚纯真，诗歌语言自然；儒释道三种思想的交织又使得

他们的山水诗均流露出入世和隐逸的矛盾。

总之，龚自珍和魏源在所处时代、成长环境、仕途

经历、思想主张等方面的相似，使得他们的山水诗在诗

歌内容、思想感情、表现技巧等方面也呈现出一些相通

相似之处。

 下转 ( 第 29 页 )



29

鉴赏

受折磨，一个人过着无处倾诉的苦日子。为了告状，她放

弃了一切可以获得新生的可能，继续生活在被各级官员追

堵、被当地警察拦截的混乱境况中，变成一个没有生活情

趣的苍老的女人。但为了心中坚守的真相与公道，她选择

承受与坚持。可是，与她的坚持截然不同的是各级官员的

消极怠工。他们没有了解李雪莲的真正需求，只抓着自己

的既得利益不放，一味地躲闪、逃避。这样两种情况的鲜

明对比，表现出了一个想要追求真相、寻求事实的农村妇

女，在面对一个强大的官僚体系时，她无处找寻的困境，

也同时能看到官场不关心民生疾苦、只求虚假和谐的丑陋

面。作者的有意对比实际上是一种讽刺，平民百姓利益与

为官者的政治行为出现了抵触，前者尊重公道，后者只懂

得息事宁人。

与官僚体系的冷漠形成对比的还有原本也是其中一员

的史为民在正文中表现出来的兄弟情深。史为民原本是该

县的县长，因为李雪莲告状的事被牵连撤职。有一次他因

为买不到票而滞留在北京，而他的麻友老解恰巧检查出得

了脑瘤，归心似箭的他在火车站高举着“我要申冤”四个

字，很快就被当成上访者遣送回老家。他的行为用刘震云

的话来说就是“他用不严肃对付严肃，结果把严肃击得粉

碎。”在这里，史为名为什么非要赶时间回去？因为这次

打麻将有可能是病重的老友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次，那它就

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史为民采用了告状的方式来完成他和

老友的约定，让老友能够不留遗憾的坦然离开。这就表现

了刘震云对现今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善念、温情的一种独

特的关照，从而为戏谑的文本酝酿出了一种无形的感人的

力量。

在前两章的序言中，李雪莲希望通过上访，把真的

当成真的，或者说把假的当成假的，是对真实和信仰的一

种执着追求，但最后却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而在正文部

分，史为名则是抱着“玩呢”的态度利用上访摆脱了现实

给他造成的困扰，这种严肃与玩味的对照深深地激荡着读

者的内心。刘震云在接受刘颋采访时说到：“这就是结构

的力量，这个结构力量特别考验作家的胸怀，这个胸怀就

是你能看多长看多宽，你对生活的认识、对人性的认识、

对文学的认识以及对自己的认识。”因此，《我不是潘金

莲》这部小说不仅仅是展现了普通百姓生存的困境以及官

场的混乱，更多的是一种对人生和社会的整体思考。

我们处在一个冷漠消解善良，欺骗压榨信任的时代，

如何对生存其中的个体给予一份关注与尊重？《我不是潘

金莲》也许并没有指出明确的方向，但作者刘震云却通过

对混沌生活的深刻叙写，流露出对人生社会的深切关怀，

留给读者更多思索的空间和审视的余地。

参考文献：

[1] 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 [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

[2] 刘颋 . 一个作家身后的 “蓄水池”——刘震云访谈 [J].
朔方，2013(2).

[3] 沈昕苒 . 荒诞 · 讽刺 · 幽默——浅析刘震云《我不是
潘金莲》[J]. 大众文艺，2014(07).

参考文献：

[1] 村上春树 . 挪威的森林 [M]. 林少华译 . 上海：上海译

文出版社，2007.
[2] 村上春树 . 且听风吟 [M]. 林少华译 . 上海：上海译文

出版社，2007.
[3] 村上春树 . 寻羊冒险记 [M]. 林少华译 . 上海：上海译

文出版社，2007.
[4] 荣格 . 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 [C]. 冯川译 . 江苏：

译林出版社，2011.
[5] 村上春树 .1Q84BOOK1(4 月 -6 月 )[M]. 施小炜译 . 海

南：南海出版公司，2010.

村上春树 .1Q84BOOK2(7 月 -9 月 )[M]. 施小炜译 . 海南：

南海出版公司，2010.
村上春树 .1Q84BOOK3(10 月 -12 月 )[M]. 施小炜译 . 海

南：南海出版公司，2010.
[6] 『日本經濟新聞』2006，1 月 5 日 .
麻原彰晃 ( あさはら しょうこう )：本名松本智津夫，奥

姆真理教的创始人 .
[7] 村上春树 . 海边的卡夫卡 [M]. 林少华译 . 上海：上海

译文出版社，2007.
[ 日加藤典洋：「『海邊のカフカ』と“換喻的な世界”」，

『村上春樹論集』(2)，第 307 頁 .

注释：

1  本论文中引用的龚自珍的山水诗均出自于：刘逸生，
周锡韦复 . 龚自珍诗集编年校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44-969.

2  本论文中引用的魏源的山水诗均出自于：魏源 . 魏源
集 [M]. 北京：中华书局，2009：576-833.

3  赵维平 . 晚清山水诗四题 [J]. 中州学刊，2004，3：123.
4  陈锦荣 . 论龚自珍散文奇诡不凡的艺术特征 [J]. 安徽

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7，16(3)：103.
5  郑红群 . 起视万花开，一花一天地一一试论魏源的诗

歌创作 [D]. 安徽：安徽师范大学，2002：29.
参考文献：

[1] 刘逸生，周锡韦复 . 龚自珍诗集编年校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4-969.

[2] 魏源 . 魏源集 [M]. 北京：中华书局，2009：576-833.
[3] 赵维平 . 晚清山水诗四题 [J]. 中州学刊，2004，3：123.
[4] 陈锦荣 . 论龚自珍散文奇诡不凡的艺术特征 [J]. 安徽

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7，16(3)：103.
[5] 郑红群 . 起视万花开，一花一天地一一试论魏源的诗

歌创作 [D]. 安徽：安徽师范大学，2002：29.

上接 ( 第 25 页 ) 

上接 ( 第 27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