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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江》的诗学结构
— — 屈原《九章》的抒情学新论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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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江》由《思美人》情结转为人格自恋情结。 其结构分为: 奇服高驰 (前结构 ), 流放涉

江 (主结构 ), 历史反思 (后 结构 ), 哲理升华 (附结构 )。 其伟岸的人格 如同飞流型动力系统 , 在前结
构中宏伟地隆起, 在主结构中深远地奔泻, 在后结构中 稳重地承接, 在附结构中又升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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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江》篇名较平实, 记述屈子涉长江而
南去, 浮沅水至溆浦, 终于幽处深山的旅程。

与天地兮比寿, 与日月兮齐光。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 旦余将济乎江

当作于楚顷襄王之世, 屈子重放远窜江南之

湘。

岁月。 但平实的篇名似乎浸润了长江沅水之
襟怀, 诗学结构上流荡着一股奇气, 它借流放

从 首句用了“幼”、“老”这种标志年龄的
词语, 可知此诗作于屈子年纪较长的岁月。它

旅途把结构当作一个动态的过程, 使诗行脉

以奇异的服饰, 象征自己独立不群的高尚德

络之间蕴藏着一 整套匠心独运的动力 学法

行, 象征自己的“人格自恋情结”: 我自幼爱好

则。
既然在《思美人》中“美人”已可思不 可

这套奇伟的服饰啊, 年纪已老而兴致不衰。带
起长剑曼长晃荡啊, 戴着切云冠高耸有如山

即, 诗人就退而期待自身人格的“芳华自出”。

峰。 还披戴着明月珠啊佩带着宝璐美玉。 确

反观自我之时, 诗人猛然觉察: 余亦一伟岸男
子也。 这种人格主体的自许自恋, 也就是说,

实是一派奇伟而潇洒, 鲜丽而莹洁的风度。其
中用“明月”置换“明珠”, 开了古代诗词中意

由“思美人情结”转换为“人格自恋情结”, 便

象替代的常见手法的先河, 给意象描写增加

出现了《涉江》一诗突兀而奇伟的开头:

不少奇幻的效果。 如李商隐“沧海月明珠有

余幼好此奇服兮, 年既老而不衰。
带长铗之陆离兮, 冠切云之崔嵬。

泪, 蓝田日暖玉生烟”句, 便因意象替代而产
生的奇幻效果, 为千古传唱, 其源盖通于《涉

被明月兮

江》此句。冠可切云, 珠名明月, 这类意象是用

宝璐。

世溷浊而莫余知兮, 吾方高驰而不

来沟通天地之精神的, 难以为俗世所理解, 因

顾。
驾青虬兮骖白螭, 吾与重华游兮瑶

此诗人在慨叹中充满自信: 世间混浊而不能
知晓我啊, 我才高高飞驰而不去回顾。驾着有

之圃。

角 青龙啊还要配上无角白龙, 我和帝舜 (重

登昆仑兮食玉英,

华 )啊同游瑶圃。 登上昆仑山吃玉的精华, 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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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与天地啊同寿, 与日月啊同光。 这里与《离
骚》相呼应, 又一 次展示诗人的昆仑幻 想和

乘鄂渚而反顾兮, 矣欠秋冬之绪风。
步余马兮山皋, 邸余车兮方林。

“重华情结”, 它借战国时代逐渐流行的游仙

乘 舟令船余上沅兮, 齐吴榜以击汰。

幻想, 抒写着一种远离尘俗而与天地精神相
通的高洁追求和高蹈行为。

船容与而不进兮, 淹回水而疑滞。
朝发枉阝者兮, 夕宿辰阳。

本诗不是要写“涉江”吗, 它为何要离题

苟余心之端直兮, 虽僻远其何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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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写这么一番“高驰”? 这就是它的篇章结构

涉江的出发点是武昌西南的鄂渚。 登上

学的妙处之所在了。 诗学重“起笔”, 起笔所
在, 便是全诗动力系统的原动点所在。可以在

这处沙州而依恋地反顾啊, 唉, 供我依眷的只
有秋冬季吹不断的寒风。 在山边让我的马

全诗时空结构的中间点起笔, 然后往返穿插,

腿, 在方林让我的车停下。这种人疲马乏的景

层层皴染, 把焦点聚集于这个中间点, 这是聚
焦型的结构。本诗则在时空结构之外起笔, 它

象, 是何等凄清悲凉。 必须弃车马而乘船了,
乘坐的是有窗小船上溯沅水, 逆水行艰, 只好

选择了一个居高临下的外时空结构, 使之积

齐力摇橹击打水波。即使这么齐力, 船也是慢

蓄了足够的势能, 对全诗的中心部分产生“飞

吞吞不肯前进啊, 淹留在漩涡中停滞不动。似

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冲击力和
推动力, 这是一种“飞流型”的结构。《涉江》在

乎人的忧愁也是有重量的, 舟行迟滞, 载不动
许多愁, 船的姿态与人的心情交融在一起了。

开端之前, 设置了一个奇特的“前开端”, 时间

以前幻想中驾龙高驰的得意, 至此已是车马

跨度由幼及老, 空间跨度自俗世达到昆仑, 其

疲乏, 小舟迟缓, 一派落魄景象了。 终于熬到

宏 伟的外时空结构与“涉江”的主 体部分之
间, 形成了简直有若昆仑与江、湘、沅之间的

了湘西沅水的腹地。在《离骚》中有“朝发轫于
苍梧兮, 夕余至乎悬圃”这种形容驰行神速的

巨大落差, 积蓄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势能。一个

句式, 此处用同样句式写“朝发枉 阝者兮, 夕宿

可以伴同帝舜登昆仑的奇才, 却被流放涉江
去伴烟瘴, 这种强烈反差所产生的历史荒谬

辰阳”, 却用来形容舟行的缓慢, 因为枉渚只
不过是沅水在辰阳 (今湖南辰溪县 )附近拐过

感, 便是“飞流型”结构所带来的审美效应。它

的一个小湾。 从鄂渚到辰阳的这番艰难的旅

以奇服高驰者的“天学”审视着涉江行为中的

途, 以反向联接的方式, 已经把以奇服高驰为

“人学”, 由此建构了《涉江》的独特的“天人之
学”。因而当诗人哀叹南夷 (南方未开化者 )不

开头的“飞流型”结构的势能发泄和消耗了不
少, 随之诗篇使用了反拨式语句, 对前文的下

理解自己, 使我一早就要渡过长江、湘水, 踏

坠趋势产生抗衡和逆转的力量。 诗人对流放

上流放的路途的时候, 这里所用的“哀”字, 所
用的与前面“莫余知”相呼应的“莫吾知”三

的行程采取蔑视的态度: 假若我的心端正方
直啊, 虽然被流放到僻远的地方又有何妨?从

字, 就显得格外地沉重。 昆仑与江湘之间的

结构的动力系统来看, 这种抗衡和逆转的力

“隆起—— 下陷效应”, 使上下两个抒情单元

量又是与奇服高驰的原动点上的高尚人格和

形成反接关系, 为以后的抒写输入了巨大的
道义和情感力量。

高蹈行为相呼应的。
然而原动点积蓄的势能尚未发泄和消耗

各个结构单元是在相互关联中获得意义

净尽。 作为承受前结构的冲击力和推动力的

的。前结构为主结构提供意义的参照, 主结构
为前结构提供意义的深入说明。 当读者与诗

主体结构, 包括两个部分, 其一是前面论及的
流放旅程, 其二是即将论及的流放终点。前者

人一道走上涉江的路程之时, 他总不能忘记

写动, 后者写静; 前者写水, 后者写山。组成了

那位奇服高驰者的身影:

主体结构中相互推移、又相互对称的两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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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小舟迟滞, 载不动的许多愁, 在这里化作
山林中的云雾雨雪, 愁满苍山:
入溆浦余 亻

亻回兮,

了 感叹语句 (“哀”字开头 ), 对流放终点的沉
重气氛进行顺向的推波助澜, 使之沉重到诗

迷不知吾所如。

人难以负荷, 需要寻找新的时空结构作为支

深林杳以冥冥兮, 乃犭爰犭穴之所居。
山峻高以蔽日兮, 下幽晦以多雨。

撑点的地步。
这个作为支撑点的时空结构, 便是历史。

霰雪纷其无垠兮, 云霏霏而承宇。

也只有历史以及它所携带的深厚的命运感,

哀吾生之无乐兮, 幽独处乎山中。

才能最终承受住那个奇服高驰的带几分神话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 固将愁苦而
终穷。

色彩的前结构的巨大冲击力和推动力。 因此
历史成为诗人在现实中找不到归宿时的理智

溆浦是这次涉江流放的终点, 地在沅水

性归宿:

上中游的辰阳不远。 诗人进入溆浦后心无着
落地徘徊着, 一路上无心欣赏的山光水色, 到

接舆髡首兮, 桑扈 行。
忠不必用兮, 贤不必以。

这里总可以从容地欣赏了吧, 但诗人心神迷

伍子逢殃兮, 比干菹醢。

乱, 连自己“要向何处去”都不知道了。在诗学

与前世而皆然兮, 吾又何怨乎今之

世界里, 自然界不是独立自足的存在, 山容水
态只不过是人的心灵的映照。迷乱的心灵, 绘

人?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 固将重昏而终

出的只能是迷乱的水墨画。 深林幽深而一片

身。

阴沉沉啊, 这是猿猴群居的地方。山头峻峭遮

如果说奇服高驰是前结构, 流放涉江而

住太阳啊, 山下昏暗而多雨。出发时是秋冬的
凉风送行, 到达时是无边无际的雪珠、雪花纷

到达溆浦是主结构, 那么这里的历史反思便
是后结构了。后结构十句诗的句式相当独特,

纷扬扬来迎接, 云层浓重涌动而把天地搅成

六短四长, 短句列举和评点历史人物行为, 语

一团。 诗人把自己沉重的感情渗透到山林的
姿态、色调和云雾雨雪的气候变化之中, 一笔

气比较紧迫; 长句抒发诗人的感慨, 语气比较
弛缓。 短长张弛的节奏律动, 相互调节, 意味

兼写景物与人心, 成为后世山水诗中“有我之

深长。此时屈子面对不可理喻的荒唐政治, 心

境”的鼻祖。 仔细体验还可以发现, 这段景物

中弥漫着浓郁的季世之感。 既然忠贞者不一

描写依然受到前结构势能的压力。 曾经幻想
过游瑶圃、餐玉英而与日月同光的诗人, 这里

定进用, 贤明者常常被闲置, 那么楚国高士接
舆也就只好剃发佯狂, 以应合他关于“德衰政

却面对着山高蔽日、猿猴群居的情景。瑶圃与

殆”之叹 (参看《论语· 微子篇》 ), 以实行他关

猿居、同光与蔽日的巨大反差所造成的语境
压力, 反衬出流放者生存环境的极其恶劣, 使

于 “鸟高飞以避 矢曾弋之害, 鼷 鼠深穴乎神丘
之下, 以避熏凿之患”的避世哲学 (参看《庄子

这种抒写释放出极其丰富的潜能和意义。 强

· 应帝王篇》 )。桑扈也要裸体而行, 那怕如朱

大的语境压力甚至使诗人也不堪负荷, 从而

熹《楚辞集注》引《孔子家语》所说: “不衣冠而

哀叹我活得毫无乐趣啊, 幽深地独居在山中;
我不能变心去追随流俗啊, 必然会愁苦而终

处, 夫子讥其欲同人道于牛马。”更有甚者, 由
于政治荒唐, 连伍子胥这样的大能人都遭了

身穷困。略作比较就可以知道, 主体结构两个

家破人亡的殃, 连比干这样的大忠臣都被剁

单元的结尾, 都由诗人直接发表感慨, 但感慨
的运力方向不同: 前单元用了假设语句 (“苟”

成了肉酱。 诗人从历史上寻找自己人格和命
运的范型, 却寻找到了伍子、比干式的灾难,

字开头 ), 对流旅途中情感的下坠趋势进行逆

接舆、桑扈式的狂狷人生, 可见他已经丧失了

向的抗衡与反拨, 使之蹶而复振; 后单元则用

被疏和流放汉北时期那种对楚君醒悟和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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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的期待, 已经体验到在全盘政治无可挽
回地荒唐下去的时候, 自己在代表着一部民

臊之物一齐使用, 芳香自然就无法靠近。这里
采用吉鸟与凶鸟、芳香与恶草二元对立的形

族史在受难。 因此他以舒缓的语句, 半是嘲

态, 隐喻了朝政昏乱和价值颠倒。诗人是以鸾

讽、半是 下决心地说: 联 想前世就是这 么样
了, 我又为何要抱怨当今的人?我打算守持正

凤、香草自许的, 在尖锐的社会批判中隐藏着
一种人格自尊自重的潜意识。 这种外批判而

道而不犹豫, 必然会更加晦气而了此一生。他

内自重的双重性, 既是后结构中历史反思的

在代表着一部历史, 古今参照, 深长叹息了。

升华, 又是主结构中流放遭遇的透视, 同时还

“乱辞”作为尾声, 是一种附加结构。 前、
主、后、附四结构齐备, 表明了全诗结构的完

与前结构中奇服高驰、同寿同光的人格自许
相呼应。“飞流型”结构的动力系统, 在前结构

整性、复杂性和立体性。乱辞的设置与古乐曲

中宏伟地隆起, 在主结构中深远的奔泻, 在后

的体制相关, 《论语· 泰伯篇》: “师挚之始,
《关睢》之乱, 洋洋乎盈耳哉! ”朱熹注: “乱, 乐

结构中稳重地承接, 获得了一种猛烈冲击与
反复发散、承接之间的力量平衡, 并在附加结

之卒章也。”乱辞的功能, 可分总结要点、强调

构中对平衡进行升华和超越。 最后真是一咏

重点、宣发感慨和提升哲理诸种。本诗的乱辞

三叹, 诗人又直接站出来发感慨了: 阴阳变易

承接前面的人生和历史的深刻体验, 进行哲
理的概括和升华, 并最终发表感慨, 其功能特

了位置, 时运不顺当啊! 怀抱忠信而怅然失
意, 我神志恍惚将要远行啊! 这是一种开放性

征是有重点的综合性:

的结尾, 这位身处阴阳失位的昏乱时世的忠

乱曰:

贞之士, 又要远行了。 他要奇服高驰, 还是涉

鸾鸟凤皇, 日以远兮。
燕雀乌鹊, 巢堂坛兮。

江远窜? 一切留待读者去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 本诗作为第一人称的抒

露申辛夷, 死林薄兮。

情诗章, 七次用“余”, 八次用“吾”, 交换使用,

腥臊并御, 芳不得薄兮。
阴阳易位, 时不当兮。

以细致的语感变化调节着情绪的波动。 正如
朱熹《楚辞集注》所说: “此篇多以余、吾并称,

怀信 亻宅亻祭, 忽乎吾将行兮。

详其文意, 余平而吾倨也。”在全诗结尾处, 诗

哲理的诗歌表达方式, 必须具有理趣, 形

人又要带着那个倔傲倔强的“吾”字远行的时

成一种哲理与诗歌趣味的融合体。 这里采取
的是禽鸟香草的比喻方式。 鸾鸟凤凰一天天

候, 综观全篇可以发现, 这条余、吾并称的线
索, 乃是全诗结构动力学中充满情感波折的

远离啊, 留下燕雀鸟鹊在堂坛上筑巢。 露申、

中心线索。

辛夷这些香草香木, 枯死在林野树丛中啊, 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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