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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論

《雙城記》開篇，是一段精絕的話：“這是 好的時代，這是 壞的時代，這是智

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

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人

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 ；人們正在直下地獄｡”狄更斯所描繪的這個時

代，是法國大革命爆發前後，而在中国，斯时正是乾隆皇帝御宇多年，“四海昇平”

的“盛世”。這個“乾隆盛世”，彷佛一朵在暴風雨前夜盛開的花朵，絢爛之極，卻已是

“亢龍有悔”，不久便即黃萎，更經雨打風吹去，風流轉眼已是前塵夢影。神州後

人，飽經滄桑巨變，追究起前朝的功過得失，一時毀譽各趨一極，或盛讚其開疆拓

土的宏偉氣魄，或細數其 制腐朽的種種罪惡，而莫能衷於一是。其實古人智慧早

已通透這一層，是非功過，原本相待而成，大美 大惡，也是如此。這乾隆盛世, 

* 上海大學 中國語 文學系 副敎授。



208  《中國文學硏究》⋅제54집

又何嘗不是一個 好而 壞、智慧而愚蠢的時代呢？盛世中的人爲時代風 所推

動，他們的風神氣韻，處處透著高華灑脫，只是這瀟灑背後，是否也有熟視無睹、
醉生夢死的 避呢？這樣的盛世文人，袁枚是一個代表，王文治也是。

Ⅱ. 王文治的生平

1. 生平簡述

王文治，字禹卿，号梦楼，江 丹徒人。他生於雍正八年(1730)，卒於嘉慶七

年(1802)，一生歲月幾乎都在乾隆朝度過，是當時著名的書法家、詩人，書名 劉

墉、梁同書、翁方綱相埒，詩歌則頗能 袁枚、趙翼、蔣士銓並稱。他的書法純爲

帖學一派，風神秀逸，嫵媚多姿，時人以爲“天下三梁(梁國治、梁同書、梁巘)，不

如江南一王”，又特 劉墉 ，稱“濃墨宰相，淡墨探花”。所 探花，是因爲王文

治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殿試一甲三名進士及第。
及第之前，王文治曾於乾隆十八年(1753)以拔貢赴試京師，得 姚鼐、朱孝純

結爲至交。三人日相聚首，過的是“酒酣歌呼，旁若無人”1)、“高歌不知更漏促，酒

痕往往污衣裘”2)的生活。姚鼐如是描繪彼時的王文治：“昨君新愈幸來過，依 雄

談間歌誦。短袖百尺光熊熊，未出霜縑目先 。千 寒水下金陵，一鴈秋聲橫鐵

罋。遠思瞑浦落 還，苦怨騷人薄寒中。 游曾 孫登嘯，新詩欲作唐衢慟｡”3)豪

氣不 ，卻絕無立心立命繼絕學開太平的責任；哀怨也多，盡是落第歸隱的牢騷。
也許 於詩人不能苛責，只是比之純粹詩人的李太白、杜子美， 了那些個安世濟

民的夢想，胸襟、氣度終究嫌他 。饒是這樣，王文治還是在京城中贏得了 初的

聲名。
乾隆二十年(1755)，朝廷命使冊 襲任琉球國王，冊使全魁邀請王文治入

1) 王文治 《海愚詩鈔序》，朱孝純 《海愚詩鈔》 卷首，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2) 朱孝純 《 王夢樓先生岀守臨安》，《海愚詩鈔》 卷二。
3) 姚鼐 《王君病起有詩見和因複次韻贈之》，劉季高標校《惜抱軒詩文集⋅詩集卷一》，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2年，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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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京城本是居大不易之地，百物騰貴之外，萬人如海，白眼如潮，此時的王文治

困 落魄，感到“迫隘思遠遊，煩渴成內熱。何當懷抱寬，暫使 籠脫”4)，於是慨然

應允。於次年六月出洋，至乾隆二十二年二月返舟至福州。兩百多天的海外生活, 

固然風濤備嘗，九死一生，但是琉球諸島獨特的風土人情，以及國中親貴 他的禮

敬有加，都讓他一開胸襟。這次經歷不但成就了他詩集中《海天遊草》一卷，也成爲

其一生的驕傲 追憶，此後反復在詩歌中道及。
歸國後，王文治很 利地 試、 試連捷，高中探花，開始了數年的翰林院生

涯。乾隆二十八年(1763)大 詹翰，他獲得一等一名，由正七品的翰林院編修擢爲

從五品的侍讀，第二年更被檢授爲雲南臨安府知府。知府爲從四品官，兩年間連升

三級，可 官運極佳。翰林向來清貧，卻是清華之職，詩酒生涯，正自風流；而且

在中央的政治前途也大有可望。而知府雖然有大筆的養廉銀和其他收入，卻是事務

官， 要相當的行政才具和官場經驗。錢泳《履園叢話》曾經記載：“王夢樓侍講出爲

雲南太守，參見督撫，始到官廳，至於腹饑口渴，欠伸倦坐，終不得一見 。嘗有

詩云：‘平生跋扈飛揚氣，消盡官廳一坐中｡’”5)初爲部屬，已經讓疏狂成性的王文治

大爲不堪。又按《清史稿⋅地理志》，臨安府是繁(政務紛紜)、疲(赋多逋欠)、難(民

俗悍、命盗多)三 兼具的要府6)，直接由毫無行政經驗的翰林侍讀出臨要府，這

實在是極大的挑戰，未來仕途的窮達，就看這任知府的政績了。而王文治也表示“無

能縻廩粟，簿領敢辭頻”7)，是打算盡心爲官的。只是王文治運氣欠佳，乾隆三十年

(1765)歲末起，中緬之間戰事爆發，之後便是清軍屢戰屢敗的局面。臨安雖然遠離

戰場，但是兵卒、夫役、錢糧，都陡然成爲雲南各府縣的巨大負擔。王文治在詩中

說“羽書日日徵兵急，鳥道家家轉餉難”8)，又描繪當時土兵傷亡之重 徵發之難, 

“可憐九龍江，伏屍塞流水。縱或 亡歸，瘴癘薰膚髓”、“由來傷弓禽，聞弦膽即

靡。太守勸諭頻，就道猶佁儗”9)。羽書征檄，已讓王文治疲于應付，三十二年初, 

4) 王文治 《 往琉球留別諸同學》，《夢樓詩集》 卷二，乾隆六十年刻嘉慶初增刊二十四卷

本。
5) 錢泳撰、張偉校點 《履園叢話》 卷七，中華書局，1979年， 190。
6) 趙爾巽等撰 《清史稿》 卷七十四，中華書局，1977年， 2342。
7) 王文治 《初入臨安郡》，《夢樓詩集》 卷八。
8) 王文治 《瑤生曲》，《夢樓詩集》 卷九。
9) 王文治 《止練》，《夢樓詩集》 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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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受命督運軍糧到永昌軍營。他崎嶇滇南，途中染上痢疾，困 至極，回臨安的路

上，王文治感歎到：“艱難爲外吏，辛苦向兵間。拙避時流競，生從絶域還｡”10)同年

秋，王文治因屬縣錢糧虧空而漫無察知，被新任巡撫湯聘參奏，獲鐫級處分。康乾

本是盛世，但是其間州縣虧空一直是普遍現象，官吏貪腐 國用頻繁，讓地方財政

捉襟見肘。臨安本來就是賦稅多逋欠之地，又趕上戰事突起，地方官便於上下其

手，虧空更容易出現。正巧該年正月，乾隆皇帝因湖南虧空案，嚴斥各地督撫清查

下屬虧空事 ，王文治便撞到了槍口上。
三年知府，“塵務叢如蝟，官書雜似麻。邊烽俄倥偬，羽檄更紛挐”11)，王文治

雖然盡力而爲，但他疏狂已久，從未有實際行政經驗，想來這個太守做得一定是左

拙右支。他自己也一再說“典郡新恩豈不盛，邊陲重任殊難荷。有如猴猻入 袋，又

似 兵輓官笴”12)，“我誠迂闊，殊恩負渥窪。疏應幹吏牘，病合解腰緺”13)，應該

不只是自謙之辭。何況，初任太守即被鐫級，顯然不能算能員，未來仕途頗覺黯

淡；而滇西南烽火不絕，前後兩任總督已因此得罪而死；詩友元江太守商盤也病卒

在戎行之中，凡此種種，無不給予王文治強烈衝擊。思來想去，王文治稱病解官

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春天，三十九歲的王文治回到故 丹徒，從此再不復出, 

開始了後半生的自在生涯。
歸里後，王文治曾有四次遠遊，分別是乾隆四十年(1775)的甘肅之遊(依甘肅

政使王亶望)，乾隆五十二年(1787)(探望三弟文明，依湖北 政使陳淮)、五十

四(1789)至五十五年(依湖廣總督畢沅)、五十七年(1792)(探望三弟文明，依湖廣

總督畢沅)的三次湖北之遊。其餘的時間，他來往於鎮江、杭州、 州、南京、揚州

等地， 當地文人雅士、地方長官都有 密切的聯繫。除了詩歌創作外，後半生的

王文治，把精力主要花在了三件事上：書畫、戲曲、禪修。

2. 趣 藝術修養

王文治在生前後世，始終以書名 盛。作爲帖學的代表人物，他的書法早年學

10) 王文治 《自永昌歸再過青華洞》，《夢樓詩集》 卷九。
11) 王文治 《昆明逢朱子潁六十韻》，《夢樓詩集》 卷十。
12) 王文治 《解郡》，《夢樓詩集》 卷十。
13) 王文治 《昆明逢朱子潁六十韻》，《夢樓詩集》 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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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孟頫、董其昌，於晉唐諸帖，用功很深， 董其昌更是終身服膺；中年以後，書

法參用了两宋米芾、張即之筆意，卻頗被後人詬病。錢泳於《履園叢話》卷十一

到：“太守則天資清妙，本學思翁，而稍沾笪江上習氣，中年得張樗寮真跡臨模，遂

入輕佻一路；而姿態自佳，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纖，終不莊重耳｡”14)這代表了後人

的主流意見。書品定於人品，這話雖不必絕 視之，卻是大差不離的。王文治 年

時清逸、狂傲兼而有之，狂傲本之血氣，不免 年俱衰(姚鼐《食 集序》：“先生

豪縱之氣，亦漸衰減，不如其 壯｡”15))；清逸則根於天性，所以”清”之一字，行之

終身，於書法、詩歌中時時顯露。清逸清妙 ，往往不能 韌剛強，是以王文治在

官場上略受挫折，就全身而 ，固然因爲他本來無意治國平天下，更是由於其性格

使然。中年以後血氣漸 ，又禪修日深，中國禪宗本來是有易於 向空疏輕易的流

弊的，王文治似乎也未能免俗。他論書宗旨，推崇“平淡天真”，以之爲董其昌至高

境界，(《快雨 題跋》中屢屢道及，如“其佳處全在天真，故率爾落筆 愈妙”｡16)), 

但是既然以放縱爲禪意，其書法便免不了要由天真變得輕佻。他評論米芾書法時

說：“米書奇險瓌怪，任意縱橫，晉人之風韻，唐人之規矩，至是皆無所用之，而一

往清空靈逸之氣， 右軍相印於毘盧性海中。正所 般若如大火聚，無門可入 , 

以塗毒鼓作醍醐漿，用貪嗔癡爲菩提種，自非夙世真大慧根人，何能領受哉？不能

呵佛罵祖，不可 之禪；不能駕唐軼晉，不可 之書。米公於右軍得骨得髓，而面

目無毫釐相似。欲脫盡右軍習氣，乃爲善學右軍。此理吾儒亦有之，所 反經合道

是也｡”(《快雨 題跋》卷四)又說：“米書魄力雖大，而平淡處尚有未至……香光深得

右軍平澹之趣，其臨米書……米之奇肆處，又是香光平日所 。以奇肆入平澹，所

以愈妙也｡”(《快雨 題跋》卷五)識見如此，師法米芾、參以禪意的張即之爲王文治

所取法就不足爲奇了。姚鼐稱其詩歌“爲文尚瑰麗，至 歸於平淡”，平淡不過是率

意的委婉說法，其病痛正 書法一致。王文治本意是“轉飛動爲靜深，化奇險爲平

淡”17)，書法也好、詩歌也罷，都是如此，希望於平淡中包含奇險，卻 終滑入輕

佻一路，應該說，其佛學修爲的浮薄是 重要的認識原因之一，這是時代的病痛, 

14) 《履園叢話》 卷十一上， 296。
15) 《夢樓詩集》 卷首。
16) 王文治撰、汪承誼編 《快雨 題跋》 卷五，道光十一年刻本。
17) 姚鼐 《中憲大夫雲南臨安知府丹徒王君墓誌銘》，《惜抱軒詩文集⋅文集卷七》， 3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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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治也無法擺脫的。不過轉一層看，王文治書法的問題是放在古代書法史中比

而來，在當時他仍不失一代大家，在今天，更足令人景仰。
創作之外，王文治也精於書畫賞鑒之道，經他品題的古今書畫，登時身價培

增。甚至同時畫家潘恭壽的畫作，如果沒有王文治的品題，就乏人問津。今存王文

治《快雨 題跋》八卷，就是收藏家汪承誼根据王文治的書畫題跋手稿整理編訂而成

的。
至於度曲聽歌，也是王文治一生的愛好。他晚年助友人校訂刊刻《冰絲館重刻

還魂記》，助葉 審訂《納書楹曲譜》和《納書楹玉茗 四夢曲譜》，都成爲名山之作,

足見他在審音度曲上的深湛功力。而尤爲時人津津 道的，是王文治從雲南回來以

後，就“買僮教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隨。其辨論音 ，窮極幽渺。客

至君家，張 共聽，窮朝暮不倦。海內求君書 ，歲有餽遺，率費於聲伎，人或諫

之不聽，其自喜顧彌甚也”18)。這一點，取王文治《夢樓詩集》 同時人的詩文翻

看，可以找到大量證據，自非虛語。只是潤筆所得盡費於家伶，就有點讓人難信

了，只怕還是像清初李 那樣，也要兼藉家伶以 生吧。
王文治的家伶， 有名的當屬“五雲”，錢泳曾記載其逸事：“五雲 ，丹徒王夢

樓太守所蓄素雲、寶雲、輕雲、緑雲、鮮雲也。年俱十二三，垂髫纖足，善歌舞，
余時年二十五六，猶及見之。越數年，五雲漸長成矣，太守惟以輕雲、緑雲、鮮雲

遣嫁，攜素雲、寶雲至湖北， 畢秋 制府。審視之，則男子也。制府大笑，乃

兩雲曰：‘吾爲汝開釋之｡’乃薙其頭，放其足，爲僮僕云｡”19)(《履園叢話》卷二十三)

錢泳同時之人，又親見“五雲”，這一則記載當是事實。按照某些思想史家的看法, 

袁枚大量招收女弟子是其男女平等觀念的表現，是明清啓蒙思潮的組成部份。如果

根據這一說法，袁枚好友，也收有不 詩學女弟子的王文治自然也在時代的進步

之列，只是錢泳的記載卻讓這樣的判斷大爲尷尬。試問 男童裹腳爲伶，又 其轉

贈權貴，這種“男女平等”進步之處究竟何在？類似做法，不過是乾隆“盛世”的風流點

綴，卻絕非有時代感、家國憂的士人應有的行爲。由此倒是提示我們， 王文治也

好、袁枚也好，評判時恐怕 要更全面審視其生平，而非急著下判語。
王文治在生前給许多人留下 深刻的直觀印象，恐怕還不是書法、戲曲之藝, 

18) 姚鼐 《中憲大夫雲南臨安知府丹徒王君墓誌銘》， 345。
19) 錢泳 《履園叢話》 卷二十三，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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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他一邊耽於繁華聲 ，一邊又吃齋持戒，禮佛不輟。伍子舒在《隨園詩話批註》

中曾描繪他眼中的王文治：“乾隆辛亥，余省親福建，見夢樓於京口。留飯聽戲，三

日而別。其演戲用家 約三十人，外有女子四人。所演《西樓記》、《長生殿》俱精。
而夢樓僧帽儒衣朱履， 復不淺｡”20) 後一句極富趣味。而姚鼐也在《王君墓誌銘》

中記載：“然至客去 散，默然禪定，夜坐，脅未嘗至席。持佛戒，日食蔬果而已。
如是數十年，其用意不易測如此｡”這當然不是王文治的“行爲藝術”，大概他是受了維

摩詰的影響，想做一個自在廣大的居士菩薩吧。王文治是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五

十歲生日前一天，在杭州天長寺中 摩受具的，法名達無，字無餘21)。從此他禪修

日深， 後趺坐而逝，無愧優婆塞。他 自己的佛學造詣是很自信的，自稱“吾詩

字，皆禪理也”22)。今天看來，王文治的佛學造詣其實無足稱道，其作用更多表現

在 自己的書法、詩歌藝術影響上，這一點，前面已有所提及，後面 再作申論。

Ⅲ. 王文治的詩歌特色

1. 派別

王文治的风神性情，在書法、戲曲諸藝中無不處處呈露，而 能淋漓表達的, 

還是其詩歌。《夢樓詩集》二十四卷，是王文治生前唯一手訂的著述，共存詩1888

首。王文治在今天詩名不彰，但是論當時聲名，頗曾 袁枚、趙翼、蔣士銓一爭先

後，洪亮吉《北江詩話》中記載說：“隆中葉以後，士大夫之詩，世共推袁、王、蔣､ 
趙｡”23)而這一齊名，也正好說明王文治詩學近於袁枚一派。

這種接近首先是性情 身份的相近。王文治 袁枚都是以率性適意爲高的文

20) 袁枚著、顧學頡校點 《隨園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845-846。
21) 王文治 《無餘閣集 序》：“戊戌冬，再至杭州，獲親近天長寺大德海宇淸公，蒙其錐

劄，忽於己亥十月十日大事豁然。次日至寺，師一見卽知，笑曰：‘喜也！喜也！’次月

十六日，為餘五十生辰，前一日在寺中 摩受具，並受師囑累，名余曰達無，字曰無

餘｡” 《夢樓詩集》 卷十五。
22) 李元度 《王文治事略》，《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二，清同治刻本。
23) 洪亮吉著、陳邇冬校點 《北江詩話》 卷五，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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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他們同樣中道辭官便可知道。作爲乾嘉時期的文人，他們感受到來自漢學家

陣營極大的壓力，進而 漢學產生強烈反感。文人 學 ，在職業分化的今天，盡

可各行其是，不易發生衝突。但在傳統社 ，本來無所 職業化一說，文人 學

都是士人，都應該“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詩文書畫不過都是“藝”之一

端， 於“藝術家”，宋明理學家 指責他們玩物喪志，乾嘉漢學家則譏笑他們不究

經學，不學無術。一旦漢學形成潮流，那麼明的暗的輕蔑文士的聲音就 越來越

大，這讓後 情何以堪？第一代乾嘉漢學家如戴震、錢大昕、王鳴盛，他們大都

袁枚還保持著表面上的客氣，而漢學後輩如孫星衍、汪中、凌廷堪、焦循、江藩等

人，就 這種嘲 公開形諸 辭。比如孫星衍，這個袁枚曾經極其欣賞的詩學後

輩，就因歆慕漢學而放棄詩歌 心治學，後來甚至反過來教訓袁枚。自然，袁枚也

在其文字中時時表達著 漢學家不滿。而王文治正是袁枚的親密戰友。《随园诗话》

中曾特别引述王氏之語以自壯聲勢：“王夢樓云：‘詞章之學，見之易盡，搜之無

窮。今聰明才學之士，往往薄視詩文，遁而窮經註史。不知彼所能 ，皆詞章之皮

面耳，未吸神髓，故易於决捨。如果深造有得，必 日短心長，孜孜不及，焉有餘

功旁求 據乎？’予以爲君 是也｡”24)這裡，王、袁二人 外所指，恐怕正是孫星衍

吧。
王文治 漢學家的厭惡之情，似乎比袁枚表現得更爲強烈。他保存在《快雨

題跋》中的書畫題跋不過八卷，其中攻擊 據家的 辭就達十多處。如說：“ 據之

學盛行，而天下無真學 ，不獨鑒定書畫爲然也｡”(卷一)沾沾焉 訂於譜 ， 量

於題識，其實贋鼎在前，茫乎不辨，此好事家往往如此｡”(卷六)他甚至指名道姓嘲

笑翁方綱，把潘恭壽臨仿的畫作當做真蹟。書畫題跋中有如許憤激，真是大煞風

景。反過來卻也說明王文治所感受的壓力之大，以 據的方法鑒定書畫 憑書畫家

的經驗鑒定書畫，二 在那時一定構成某種激烈的衝突，才讓王文治如此憤憤不

平。這種心態形諸詩歌，表現得更堪玩味。大概作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家西

莊光祿閉戶著書圖》中，王文治大讚王鳴盛 據經史，可配享文廟，詩歌 後則

說：“賤子早休官，所事唯兒戲。脚下空萬里，眼中無一字。岀處兩何成， 公發深

媿｡”這固然是古人謙辭，卻失去了一貫的瀟灑，而表現得近乎自卑，由此也許可以

窺見王文治面 漢學家時的心態。而在同一時期，王文治另有一首《馮巽泉太守秋

24) 《隨園詩話》 卷六第五一條， 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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釭補讀圖》詩，態度可就大不相同。詩裏說到：“古人觀大義，卓犖無覊絆。今人泥

證，瑣屑肆爭辨。古人德 功，靑史何煥爛。今人所成就，猥鄙良可歎。說文九

千 ，欲了讀書案。苦伸許鄭說，寧 周孔叛。入主而出奴，掛一或廢萬｡”卻是不

指名地把王鳴盛等人大罵一通， 前詩兩相 照，真是趣味橫生。錢大昕有一首同

題之作，大概寫於王文治之後，特別強調經濟之學而避開了文人、學 之爭，稱“許

鄭韓 互嘲 ，一笑任爾蠻觸爭”， 後勉勵馮巽泉”願公恢宏經世學，補袞三殿澤

八紘”25)。錢大昕的恬淡，反襯出王文治的焦慮。這更近於弱勢 的焦慮，可以揭

示出，乾隆後期開始，江南士人集團內部所存在的巨大裂痕。這絕非僅僅是袁枚一

人 漢學家的矛盾而已。
指明這一層，可以知道王文治詩學近於袁枚，一半出於天性，一半出於現實環

境。正是乾隆時學術 文學的互動，推動著王文治 袁枚走到一起，形成一個鼓吹

抒寫性靈的詩歌派別。王文治晚年總結自己的詩學主張說：

古人作詩以禪喻，正法眼藏難爲傳。掀天擲地逞詭變，非魔卽外徒唐捐。木

有根荄水有本，詩源乃在三百篇。 知詩成 始作，心聲闇敎金石宣。五 七

肇漢魏，近體偶儷由唐賢。百千 萬任幻化，權中有實偏中圓。宋人以文爲韻

語，吹之無孔彈無弦。所欣真氣獨流動，川嶽自解生雲煙。祧唐祖宋誰作俑？如

水趨下無由旋。俚詞猥語恣狼籍，僻書難字誇新鮮。高 夭斜下飣餖，風雅道塞

吁可憐。繄余耽詩五十年，此心炯炯孤月懸。詞徵瓌怪非鬭力，語涉纖麗非矜

妍。使事不爲示該博，刊膚非欲窮幽玄。 來禪理差有進，略倩文字相沿緣。
之所至莫可遏，性之所定誰能遷。(詩集卷二十一《題杭州朱青湖抱山 詩集後》)

五十年詩學經驗，處處 袁枚若合符節。稍有不同處，在於王文治強調詩禪相

通，認爲只要本性已定，則不妨隨 所至，其詩自有禪意。除此以外，主張詩寫真

情真意，反 刻意摹古，反 詩歌賣 學問，追求語 的修飾等等，無不 袁枚如

出一轍。王文治年輩 袁枚相若，詩歌成名甚早，他的主張自然不是承襲自袁枚, 

而可看作有激於時代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性情相近、理論相似，但才氣 稟賦不同，所以王文治詩歌的風貌 袁枚還是

25) 《潛研 詩續集》 卷六，錢大昕撰、呂友仁標校 《潛研 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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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相同的。袁詩有宋人風趣，而王詩更多唐音，姚鼐稱他“吟詠之工，入唐人之

室， 分席而處”26)。正如錢鍾書先生所說，這是人分唐宋，而非詩分唐宋，是王

文治天性近於唐詩的緣故。

2. 詩歌風貌特色

王文治詩歌有清雅 豪宕兩種風格，無論何種面貌，又都是講究法度的。袁枚論

其詩云：“彈絲吹竹譜宮商，刻意推敲格調蒼。不許神通破禪律，遺山心早厭 黄｡”27)

特許其風流之中不廢格律法度。又說：“裴晉公笑韓昌黎恃其逸足，往往奔放。近日

才人，頗多此病。惟王太守夢樓能揉之使遒，煉之使警，篇外尚有餘音｡”28)則指出

王文治重錘煉，追求遒勁、警策 篇外餘韵的特點。袁枚所 的例子是《寄懷宋

巖兼柬曹竹虚祝芷塘四首》，中以“棋局居然更甲子，酒壚真自邈山河”一聯 警策, 

“棋局”句明用爛柯之典以自喻，暗用 杜“聞道長安似弈棋”之意以兼喻京城，“酒壚”

句則自然承接上一句生死異世之意，追悼去世的同年董潮，當得起遒勁、警策之

評。又如《歲暮遣 八首》其三：“前明議禮有孤臣，六詔風煙寄此身。婦孺盡知張桂

佞，文章未要李何論。鴻過通海無餘雪，通海有升菴先生題壁，壁今圮矣。水隔羅

江不到春。典郡殊恩非謫宦，敢 詞賦擬騷人？”頷頸四句概括事功文章，今古遭

際， 貞之質、蒼涼之感自出，尾聯自抒身世之嘆，平實之中自有低徊之意，很能

體現袁枚的評價。前面所 都是七律，王文治的七律格調近中晚唐，不是明人那種

學 杜雄渾 挫的風格。如《臯蘭秋望》：“長城迴繞大河遙，莽莽雲天正泬寥。絕

塞尙傳秦郡縣，奇功曾識漢嫖姚。征鴻中夜霜千里，牧馬西風柳萬條。羌管莫吹離

别曲，江南詞客髩全凋｡”雖然有壯句，但全詩風格明淨，句意承接，脈絡分明，顯

得工穩有餘而氣韻不足。類似的題目，若比 李夢陽《秋望》(黄河水遶漢宫墻，河上

秋風鴈幾行。客子過壕追野馬， 軍韜箭 天狼。黄塵古渡迷飛輓，白月横空冷戰

塲。聞道朔方多勇畧，只今誰是郭汾陽)，則王文治的風格特色可以看得更清楚。

26) 姚鼐 《王禹卿七十壽序》，《惜抱軒詩文集⋅文集卷八》， 126。
27) 袁枚 《仿元遺山論詩》，周本淳標校 《 倉山房詩文集⋅ 倉山房詩集卷二十七》，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8年， 690。
28) 《隨園詩話》 卷七二四條，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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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夢陽此詩有意追 杜詩沉鬱 挫的風格，卻失之膚廓；而王文治詩卻切景切事, 

雖無盛大之氣，自有工穩之格。只是袁枚稱許王文治推敲格律，其實王詩法度有

之，格律卻偶爾失於輕易。即如《臯蘭秋望》，首句“繞”、“遙”同韻澀口，同樣的毛病

又出現在第五句，“鴻中”又是疊韻，而七句“離別曲”三字，兩個齊齒呼，一個撮口

呼，調澀聲啞，實在不夠好。而此詩爲王豫選入《江 詩徵》，也算王文治有一定代

表性的篇目了。其實前面所 《歲暮遣 》又何嘗沒有這種遺憾呢？也可見袁枚吹捧

友朋的話，確實不能盡信。
王文治的詩風，聶銑敏 其概括爲“修潔自喜之致”29)。這種“修潔”，其實正是

王文治性格中清雅之氣的體現，因爲清雅，所以七律不走雄渾一路。七律之外，清

雅之氣在王詩中，更多也更好地表現在五 律絕和七 絕句上。沈其光稱王文治“五

律句學王孟， 擅勝場”30)，大要得之。王文治的五律，有時頗能見到盛唐氣

韻，如《舟夜》：“旅客三更夜，空江萬里天。水涵星不動， 正月同懸。遠樹攢春

薺，平蕪入曉煙。近 無限意，倚棹未能眠｡”雖略覺眼熟，倒也是首好詩。佳句如

“清江歸大海，紅日落平原”(《初夏同程衡 韓思穆鮑雅 飲北固山下》)、“城壓平原

逈，天低古木繁”(《過商丘訪陳澂之》)、“樹密常疑雨，窗虚恰受風”(《次韻題黃鶴山

莊》)、“雪積大江暗，雲開衆嶺明”(《雪後初晴同左瑤圃及令子蘭城登西津閣遠眺》)､ 
“残日 沉海，喬林不記春”(《郭霽 人招同人集吐納煙雲閣翌日蓮巢爲圖以紀其

勝而系以詩余次其韻》)等等，都讓人低吟不已。不過正如沈其光所說，王文治五律

風格，主要還是接近王孟的。如《八公洞納凉》：“白雲生古洞，赤日隔林丘，松籟千

山雨，泉聲一壑秋。茗香閒自酌，花落坐還流。他日誅茆處，支公爲我留｡”《繁昌

縣》：“經旬宿江渚，過此愛淸空。山翠橫天外，煙邨落鏡中。綠陰深似雨，白鳥遠

翻風。卻望維舟處，星星 火紅｡”前 似王，後 近孟，淡雅之味，盈人齒頰。但

是王文治的五律，同樣有所不足。一是才力單薄，以至多有雷同，讀其五律十首之

後，必有相似之感。類似“野鍾”、“夕陽”、“深林”、“清波”的詞語，“殘”、“ ”、“輕”､ 
“迴”、“寒”、“蒼”、“疏”、“荒”這樣的字眼，滿坑盈谷，讓人生厭。此外，王文治的清

雅出於錘煉，這一點同王士禛一樣；有時不免錘煉過度，卻不能自知。如“日落暮山

29) 聶銑敏 《蓉峰詩話》 卷三，嘉慶十四年文德 刻本。
30) 沈其光撰、楊焄標校 《瓶粟齋詩話》 初編卷五，張寅彭主編 《民國詩話叢編》 第五冊，

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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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悄然秋月生。清輝不覺遠，但 涼波平”(《東淘舟次同嚴東有家 林夜話時 林

歸寳應》)，既曰“靜”，又曰“悄然”，既 “清”，又道“涼”，直把清靜變成了寒寂，這

是修飾太過，用力太猛所致。錢鍾書先生曾在《談藝 》中批評阮大鋮之詩：“余嘗病

謝客山水詩，每以矜持矯揉之語，道蕭散逍遙之致，詞氣於詞意，苦相乖違。圓海

況而愈下；聽其 則淡泊寧靜，得天機而造自然，觀其態則擠眉 眼，齲齒折腰, 

通身不安詳自在。《詠懷 詩》卷二《園居詩》刻意摹陶，第二首云：‘悠然江上峰，無

心入恬目’，顯仿陶《飲酒》第五首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悠然’不足，申之以

‘無心’猶不足，復益之以‘恬目’，三累以明己之澄懷息慮而峰來獻狀。強聒不 ，自炫

此中如鏡映水照，有應無情。‘無心’何太饒 ，著痕跡而落 詮，爲 敗之耳｡”31)前

王文治詩的毛病也是這樣。類似的例子還有，如“ 愛城南路，無人自往還。孤舟

殘雪岸，獨樹夕陽山”(《城南晚步》)。蓋風流自喜，而非實證平淡 ，往往不免此

病。
通过錘煉形成清雅的詩風，自然不是僅僅王士禛和王文治如此，只是讀罷王文

治全集，頗令人感到二王的相似並非偶然，王夢樓是自覺學習過王 洋的。比如王

文治有七律《秋草》四首，就是顯然摹仿王士禛《秋柳》四首之作，如其四：“半是霜痕

半雨痕，更無人處易黃昏。明妃去日應回首，陳后 時正掩門。荒塚泥香餘 路, 

空階輦跡記前恩。秋懷旅思俱難遣，落日驅車向古原｡”取昭君、陳阿嬌被棄之事以

喻秋草 黃隕，又想像香塚、空階之情境以寫其哀怨 忠愛，進而用這種想像中的

情態來隱喻秋草嬌柔搖曳的樣子，妙在空中著筆，似像非像，而用典在不離不即之

間，恍惚迷離，正是 洋神韻詩的故技。而 洋空靈搖漾的詩風，也同樣能在王文

治的即事寫景絕句中看到。如《丹陽口號》：“春潮未滿客行遲，花墮清波鷺不知。一

局殘棋簾乍卷，丹陽城外雨如絲｡”這首詩是王文治從京赴福州出海琉球的路上所

寫， 惶然迷惘的心緒都付 清波絲雨之中，正是 洋宗風。又如《真娘墓》：“武丘

山畔石參差，不見生公講法時。一夜真娘墳下雨，桃花落盡土花滋｡”其寫法 ”行人

系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正同。所以袁枚又曾說王文治的詩風“細筋入骨，神

韻悠然”32)，確是的評。
只是王士禛的詩風雖然講神韻，但畢竟生於易代之際，其詩中仍時時流露出

31) 錢鍾書 《談藝 》 第四八條補訂三，三聯書店，2007年第2版， 427-428。
32) 張懷溎 《夢樓選集序》，乾隆嘉慶刻 《函海》 第二十七函 《四家詩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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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傳恨”的意味，所 亡之感，在若有若無之間。王文治的詩卻絕沒有這一層

的意蘊，有時便不免讓人感到清新淡雅之韻足以移人，而其中之意卻更加依稀縹

緲。所以 學王士禛是行不通的，王文治的絕句更多還是接近中晚唐氣格，以恬淡

新巧見長，且極富畫面感 質感。如《過 鷹崖》：“立鐵陰崖背夕陽，蒼藤古木閒脩

篁。盡 空翠吹爲雨，衣上猶聞掩冉香｡”《安寧道中即事》：“夜來春雨潤垂楊，春水

新生不滿塘。日暮平原風過處，菜花香雜豆花香｡”如果倩長於畫筆 寫出詩意圖, 

一定頗足觀的。而晚年之作，更加自然生動，如《板子磯》：“板子磯頭江水淸，荻花

港畔炊煙輕。斜陽已逐暮雲斂，猶向蒲 轉處明｡”究其原因，大概 王文治長於寫

題畫詩有關。王文治絕句中數量 多的正是題畫詩，題畫詩貴在 畫作相應相生, 

寫出畫面之後的意蘊，王文治書法高妙，是以題畫 多，久而久之，其即事絕句也

寫得 題畫詩一般無異，而形成自己鮮明的風格。王文治詩集傳至日本， 爲日本

人欣賞的正是其絕句，日本今存宍戶逸郎編選，林安之助於明治十四年(1881)在東

京刊刻的《王夢樓絕句》二卷。
中國古詩人，日本人 愛白居易，于清人则 喜李渔、袁枚，其审美趣味可

知，所以他們特別看重王文治的絕句，而忽視王詩中更多體現其豪宕雄偉風格的古

體 府歌行，也就不奇怪了。王昶《蒲褐山房詩話》說：“時全侍講魁、周編修煌, 

奉使琉球，挾以俱往，故其詩一變，頗以雄偉見稱｡”33)王豫《京江 集詩話》云：
“侍讀天才豪縱，音節宏亮。《南詔》、《洮河》諸集中雄傑瑰麗之篇，不愧唐音｡”34)都

是稱讚王文治詩風中雄奇的一面，而這種風格主要就體現在古體和 府歌行中。王

昶在《湖海詩傳》，王豫在《群雅集》、《京江 集》、《江 詩徵》中都選了不 這一

類的代表性篇目，五 如《 往琉球留别諸同學》、《函谷關》、《登萬壽閣望華山》､ 
《 葉書山先生歸里》、《東平道中見曹竹虚辛巳題壁詩即次其韻并以寄曹》、《南郊同

黃月波作》、《潼關》、《遊顧龍山》，七 如《君馬黃》、《題畢秋 同年倚竹圖》、《木芙

蓉》、《個 廠》、《常熟顧氏芙蓉莊紅豆樹歌》、《陳澂之招飲寓齋出其先 保于庭處

士貞慧臮侯朝宗吴次尾冒辟疆諸先民遺跡見示有感東林 事因賦長句》、《題友人南

唐雜事詩後》。王昶是沈德潛弟子，王豫則在詩學上仰宗沈德潛，因此二人所選都

是聲調鏗訇，篇章流動，具有盛唐氣韻的詩歌。除了上述詩歌，王文治集中的佳作

33) 王昶 《湖海詩傳》 卷二十二，嘉慶八年三泖 莊刻本。
34) 王豫 《京江 集》 卷九，嘉慶二十三年戊寅青苔館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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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不 ，特別是在《海天遊草》、《南詔集》、《洮河集》諸集中，詩歌頗能得山川助

益，跳宕之氣，鬱鬱可見。
這種跳宕之氣，在七古歌行中表現得尤其明顯。王文治的七古歌行是從學李白

入手的，今存早期的詩歌如《登高丘望遠海》等篇，模擬太白的痕跡顯然可見。王文

治 愛的是太白開闔伸縮的句法，終身 此不疲。“有所思，乃在碧海之曲，青雲之

西。非關迢遞窮遠道，竊恐大塊以内不能稱我夙昔之襟期”(《有所思》)，這是早期詩

句；“不論化狗之蒼、飛烏之赤、城頭之黑、嶺頭之白，一齊鎖入洞天中，蒸作玲瓏

好顔色。我聞上古 有天中秋雨滴，媧皇煉石補秋碧。雲耶石耶誰得知，但見虚空

一氣無留迹”(《飛雲洞歌》)，這是中期詩句；“人生不能餐霞乘霧逍遙五雲之仙樓，卽

當浮家泛宅嘯傲五湖之扁舟……此時若有所思而無所思，恐是臨風覓句欲得仍疑

猜。我昔浮槎海東國，欲向九州之外窮奇特。神靈忽作兒童嬉，性命幾被蛟龍得。
歸來俯視寰中江漢流，几上一杯徒湜湜。君合是米元章書畫之舫閒徜徉，又疑是歐

陽子 風恬波日千里”(《舸齋圖歌爲張翊和作》)，這是晚年疏放不知檢束的詩句。其

實三 一脈相承，不過變本加厲，由控制變作失控而已。
除了伸縮的句法，王文治也能參用古 府或宋人的聲調、句法成其變化。如

《題趙仲穆虬髯客圖》：“李楊宫闕俱成塵，扶餘國王尚寫眞。當時若逐太原起，僅偕

褒 圖麒麟。四海之隅復四海，帝廢王 君莫駭。中原龍戰幾百年，天外相看如傀

儡。君不見漢宫第一王眀妃，畫圖失意無容輝。琵琶出塞信豪 ，猶堪朔漠稱閼

氏。人間得喪夫何有，雞口終 勝牛後。不然蓄異成闇干，操莽千秋爲賊首。趙家

父子擅筆精，丹青摹繪如平生。英雄氣概已磊落，美人意態還娉婷。因知一妹亦人

傑，眼底奇才能識别。盛名一代坎坷多，公卿惜不如青娥｡”這首詩顯然是宋調，自

不入王昶等人法眼，卻不失爲一首比 好的詩歌。 後兩句的感慨，可爲千古失意

人同悲。稍微讓人覺得有些遺憾的是，詩中“不然蓄異成闇干，操莽千秋爲賊首”的

議論真是百分百“政治正確”，卻未免平庸膚淺了點。當然這個毛病仍然是時代病, 

筆 後面還要分析。
至於參用漢 府古拙句法的詩，也有佳作，如《望之蒼茫獨立圖》：“世界不可

盡，古今不可窮。風馳雲卷 刻去，我乃偶然寄 於其中。紛紅駭綠盡在吾目，洪

宮纖徵盡在吾耳。 彌大海 微塵，森羅盡在吾之身。春何爲而嬌姹？秋何爲而零

謝？ 何爲而昻藏？ 何爲而遷化？公非詠杜 詩，亦非賦屈子辭。本來不 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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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待，自覺之智誰能知？蒼狗浮雲儵故忽新，碧浪長鯨倏險忽平。孑然一絲不掛

體，超出日月揚光明。吾觀此圖笑而復籲，非公壁立萬仞之巨力，安得一條拄杖自

倒自起而不倩人扶！”“春何爲而”四句，於無可問處有問，正是漢人筆法；而全詩如

樹著花，繁華古拙俱見，其中自有流動之氣不可遏止，正是合漢唐爲一手的清人

筆調，筆 以爲實不讓於王昶、王豫所選諸詩。
這首詩還涉及另一問題，即詩中禪意。王文治中年以後一意修禪，越到後期, 

越自信自己的詩歌、書法已 禪相通，論禪之語就時時見於其詩。譬如這首詩，“一

絲不掛” “自倒自起”都是禪宗和尚常用的話頭，其意至爲顯豁。錢鍾書先生曾經引

沈德潛之語說：“诗贵有禅理禅趣，不贵有禅语｡”35)所以著意談禪，可能反落下層。
到是有時題畫寫景，於明媚淡雅中，禪意禪趣自在其中。如《爲高靑士題蓮巢寫生

二種其二》：“長夏陰陰萬綠排，杖藜轉過別峯來。方塘水靜無風動，一朵白蓮隨意

開｡”《湖上口號》：“門外澄泓湖水流，門前獨樹繫 舟。晩來放棹波心去，便似江山

萬里遊｡”自 心 觀之，詩中禪心自在，意趣無窮，這樣的詩句，也只有參禪有得

的人才能寫出吧。
前面已經提到，王文治晚年書法，以平淡天真爲旨歸，而其詩也由瑰麗變爲平

淡。這種變化關乎血氣之衰 禪修之進，王文治同時之人多已論及。如許寶善稱“有

時高潔如枯禪，有時綽約如飛仙。清奇濃淡種種各臻妙，隨物賦形無不肖。乃知君

以佛法爲詩法，芥子 彌隨意造”36)，法式善稱“詩情 更狂，禪心枯未改”37)、“詩

參書畫禪，風格似梅野”38)，都道出了其晚年詩歌受禪修的影響，變得更加“狂放”, 

似乎高潔、綽約都是信手拈來，隨意而造，這種變化就是王文治自己所說的“平淡天

真”了。禪趣入詩之妙，前已論及，但相 而 ，壞的影響恐怕更大些。這種歸於平

淡天真，其實就是吃飯穿衣都是禪悟，於是錘煉、修潔之功 了，頹唐疏放的詩句

自然就多了，再加上王文治“晚年多應酬之作”39)，更容易流於浮滑。像“蓮巢蓮巢好

身手，收拾真空作妙有”(《陸包山花鳥 幅潘蓮巢爲唐燿卿臨倣絕似》)、“潘郞潘郞

下筆親，特爲佳士一寫真”(《潘蓮巢爲唐燿卿寫蕉林瀹茗圖余爲記之》)這樣近於兒戲

35) 錢鍾書 《談藝 》 第六九條， 556。
36) 許寶善 《放歌行贈夢樓》，《自怡軒詩》 卷七，乾隆己酉刻本。
37) 法式善 《王夢樓前輩寄詩翰至》，《存素 詩初集 存》 卷六，清嘉慶十二年王墉刻本。
38) 法式善 《歎逝詩二十首⋅王夢樓太守》，《存素 詩初集 存》 卷十七。
39) 王豫 《京江 集詩話》，《京江 集》 卷九，嘉慶二十三年戊寅青苔館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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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句子，一再出現；又前面提過的《舸齋圖歌爲張翊和作》那樣不知檢束的詩句在晚

年也是觸目可見；更有陋劣不堪的應酬語，如“此畫一何奇？生之家翁手所爲。筆蹟

留遺重圭璧，風木回想增漣洏。古人寫眞必佳士，今之佳士佳兒是。當時但愛蘭茁

芽，何意兒之所詣乃至此”(《爲吳松厓題畫像兼寄延嘯崖公子》)，幾乎讓人失笑，更

足令人警戒。

3. 不足之處

當然，晚年敗筆，不足以影響王文治一生的成就；不過如果要衡定王文治詩歌

在乾嘉，在清代，甚至在整個中國詩歌史上的位置，那麼他詩歌的優長 短處就都

要拿出來曬曬。王文治詩歌的佳處，也就是他的特點，前面已分別簡述，概括

之，他轉益多師，講求法度，風格有清逸、雄傑兩種，而清氣則是貫穿始終本末。
而他一生的病痛，則可以歸納爲兩個字：狹、淺。所 淺，是王文治詩歌的性情

淺、用意淺、見識淺。惲敬曾 友人談及王文治詩歌，說：“夢樓詩名五十年，豈無

所得？然敬頗有未當意 ，以其意太淺，詞太華，用筆太巧也｡”40)筆 深以其 爲

然。本來詞華筆巧都是好處，但是情淺、意淺、識淺，則詩歌意蘊不豐，其味不

厚，其境不深。前面提到，王文治學習過王士禛，王士禛詩歌的缺點，正是詞勝於

情，往往以縹緲之致，掩蓋其單薄之情。古人云情深則不壽，王文治優遊卒歲，自

然難求其情深了。至於意淺、識淺，也不能不說是乾嘉的時代病。明朝皇帝是政治

集權，清朝皇帝又加上了思想集權，宸語聖旨便是真理所在，全體臣民誰敢提著腦

袋來懷疑呢？所以清人長於學術而短於思想，這已是後人的共識。這種情況下，一

般士人的思想是淺薄的，見識也是卑下的。就像王昶、王豫所欣賞的《函谷關》、《潼

關》這兩首詩，筆 就不大喜歡，不是因爲其聲調不夠流利，氣勢不夠雄壯，而是

因爲其中所表現的見識實在平庸的緣故。再比如《三閭大夫廟》，也是冬烘得緊：“天

敎三户歸嬴政，鄭袖張 俱聽瑩。誰知澤畔苦吟身，九死甘心爲同姓。殘膏賸馥倍

有靈，千秋蘭芷揚芳馨。漫 詞章乃末技，本之忠孝堪爲經。可惜洛陽漢年 ，才

高量淺空傷悼。涉江投賦弔騷魂，遷謫雖同不同調。著書投閣爾何人？露才揚已嗤

先民。試問美新貪苟活，何如哀郢遭沉淪？繄余疏賤邀殊遇，屬草三年玉 署。一

40) 惲敬 《 徐𦡱仙》，《大雲山房文集⋅ 事》 卷一，四部叢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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麾外擢豈飄零，夢裏春明也廻顧。扁舟夜過左徒祠，雲慘星昏月墮時。美人不見瑶

臺影，香草猶聞露氣滋｡”班固早就說了，屈原是“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 之間，以

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 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

貶潔狂狷景行之士”，也就是說他忠於楚國， 君主可不夠 重。王文治卻好像忘了

這一點，以他”忠孝”之眼看來，處處是忠孝之跡，便要借 屈原”忠孝”的表彰以表曝

皇帝的一片忠愛赤誠，乾隆如此精明、敏感，這樣做是不是有點危險？且不說王

文治 屈原、賈誼、揚雄的評價問題，僅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他見識的不夠高明。
至於說狹，是指王文治詩歌內容上的貧乏狹隘。《夢樓詩集》二十四卷，近

2000首詩，所寫內容卻不出酬贈、行旅、即事、題畫等範圍，民瘼政情，只在出任

臨安知府時的部份詩歌中有所提及，辭官以後真的是不在其位不 其政，這類詩就

絕跡了。不但如此，連詠史詩都非常 ，偶爾述及古人，那就如前 《三閭大夫廟》

那樣，是不 給人以借古諷今的口實的。一篇作品的好壞，本來無關乎它的內容, 

只要不是反人類的，任何內容的作品都有可能成爲經典。但是一個作家是否偉大, 

就 他的心胸、境界密切相關了，尤其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當得起”偉大”之稱的

作家，無不是胸懷天地蒼生，包融宇宙萬物的人物，所以一草一木到他筆下，也能

生意盎然，一顰一笑在他腕底，儼然古今人情。乾隆後期，在上 貪腐盛行，橫徵

暴斂，揮霍無度，十全武功也建立了，盛世大典也編成了，國庫也見底了，巨大的

社 危機也埋好了，就等著後來的守成庸主來收穫西洋的條約、太平天國的戰火

了。而此時的士風也同樣是習於苟且，恬於淫佚，作爲四民之首的士，肩負著在朝

治理國家，在 維護地方秩序、教 民眾的責任，可是大家都在享受“烈火烹油，鮮

花著錦”的 後繁華，有誰從詩酒生涯中探出頭來看看這千瘡百孔的國家，來關心一

下國計民生呢？王文治 袁枚時時嘲笑漢學家迂腐，但是這時批判統治 “以理殺

人”的是戴震，上書直斥皇帝的是洪亮吉，大聲疾呼經世濟民的是張惠 、凌廷堪､ 
焦循，他們無一不是漢學家。而如果用廣義的“詩學”統攝詩詞的話，則開創常州詞

派的張惠 的詩學地位必然遠高於王文治，恐怕也高於袁枚，究其原因，是心胸境

界不同。
不妨插幾句題外話，筆 在查詢王文治詩文集時，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夢

樓詩集》乾嘉之際的原刻本遠比道光二十九年的翻刻本常見，而《詩集》又遠比道光

十一年刊於 州的《快雨 題跋》常見。江南各大藏書館，居然只有南京圖書館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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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部《快雨 題跋》的刻本，揚州圖書館藏有一部清末手抄本，此外，就是中科院圖

書館、大連圖書館和湖南圖書館有收藏了。就在筆 準備北上之前，驚喜發現安徽

圖書館也藏有一部原刻本，這才比 輕鬆地看到了原書。筆 開始時有點疑惑，很
快也就想明白了。道光、咸豐時的刻本刊刻不久，就碰到太平天國戰亂，江南的刊

版 書籍大都付之一炬，道咸時的書印數 ，所以反不如乾嘉刻的書常見。其實

《快雨 題跋》到底流傳下來了， 遺憾的是，王文治的友人汪穀曾在嘉慶十一年在

州據其手稿刊成《快雨 詩帖》四卷，其中半數詩歌是集中未收之詩，這部書筆

就至今未能訪知其收藏信息，不知它是否還存在於天壤之間。筆 插說這麼一段, 

是想表達一種感慨。中國的民眾一向有敬惜字紙的傳統， 文士和書籍更是敬畏有

加，可是到了太平軍出來，卻是見書就燒，見了讀書人就殺，普通民眾和士人之

間，到底有何等的深仇大恨呢？這仇恨又是如何種下的呢？王文治生前風流灑脫, 

享盡人間清福，而不肯爲芸芸眾生傷一星半點的心，身後著述卻難 傷心民眾的一

把大火，其中因果，是否值得後人深思呢？
歸正傳，依筆 愚見，王文治的詩歌成就的確不可估之過高，限於胸襟、才

氣，尚不足以在詩史上 前人、後人一爭短長。不過，就像前面已經分析的那樣, 

如果選出集中佳作一一解讀，卻也自有可人篇什，其清雅之氣，也足以在炎炎夏日

生作紙上清風。稱王文治爲一時名家，也不爲過。乾隆詩人，後人喜愛袁枚、黃仲

則，他們的詩歌的確非王文治能及，但 趙翼、蔣士銓、張問陶諸人相比，王文治

自在伯仲之間，他們的優點各不相同，病痛只怕相去不遠。

Ⅳ. 餘論

袁枚一樣，王文治是盛世文人的代表。盛世文人，他們在太平歲月中悠遊享

，有廣泛的交際網， 各類藝術家密切來往，因此在藝術上培養了 高的鑒賞

力。他們自己的詩歌，在技巧上是成熟的，也不乏機趣 味，但卻常常缺 “情不

知所起，一往而深”(湯顯祖《牡丹亭題詞》語)的深情厚意，沒有什麽痛苦值得咀嚼, 

也沒有太多天下國家的憂慮，便在日復一日的應酬中消磨盡一生大好的才華。只是

這些盛世文人絕想不到，一個二千年未有之巨變即 在他們身後降臨東方世界。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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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繁華，轉眼如夢幻泡影，之後便是無盡的戰亂 動盪，便是古今之際的劇變。
如今，仿佛又是一個太平盛世的時代，如果起古人于地下，他們 想些什麽, 

說些什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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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提要】

盛世文學의 대표라 할 수 있는 王文治는 清代乾隆시기의 저명한 시인이자 

서예가이다. 王文治는 일찍이 琉球(일본 오키나와의 옛 이름, 당시 국가였음.)

에 특사(特使)로 파견된 적이 있었는데, 당시의 경험은 그의 문학적 소양을 크게 

증진시키는 계기가 되었다. 귀국 후 進士에 급제하여 雲南臨安知府에서 관직생

활을 하다가 3년 만에 그만두고, 고향(江 省鎭江)으로 돌아왔다. 그 후 서예가

로서, 시인으로서 이름을 드높이고 江南문단의 문인들과 활발하게 교류하였다. 

王文治는 禪學에 대한 깊은 조예가 깊었는데, 이는 그의 서예와 시가 작품에 

그대로 드러난다. 이로 인해 그는 詩란 禪의 발현이라 주장하였으며, 동시에 시

인 개인의 진실된 감정을 토로하는 것이라 하였다. 이는 性靈派에 속하는 袁枚

의 주장과 가깝다.

또한 그는 형식상으로 법도를 중시하였으며, 풍격상으로는 ‘清雅(참신함과 고

상함)’와 ‘豪宕(호방함과 율동적임)’을 중시하였다. ‘清雅’한 시풍은 주로 ‘七律, 

五律, 七絕’ 등 近體詩에서 나타나며, ‘豪宕’한 시풍은 ‘七古歌行’에서 명확하게 

드러난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王文治는 내용상 다양함과 풍부함을 담아내지 못했고, 깊

이 역시 다소 떨어진다는 점 때문에 그의 시가 문학상 성취가 올바른 평가를 받

지 못하는 결과로 이어졌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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