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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u Chenweng was a literary scholar and literary critic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nd is known as the "backbone
of the Xin Genre". 354 of his lyrics have survived, and their ideological content has a distinctive brand of the times,
which is known as the "history of lyrics". Liu Chenweng's lyricism was heavily influenced by Xin Qiji, and his lyrics
are bold and melancholic, but he also sometimes wrote light and gentle work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ext of Liu
Chenweng's Su Xi Lyrics as the main object of study, and explores Liu Chenweng's views on Xin Qiji's patriotic
sentiments, his "word as lyric", "scripture and history into lyric", "vulgarity into elegance", and his lyricism. He also
analyses his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based on the mentality of a relic, the use of lyrics to preserve history,
the sadness of content, the incorporation of euphemistic technique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white description and
metap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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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刘辰翁是宋元之际的文学家、文学评论家，被称为“辛派后劲”，其词存世 354 首，思想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
烙印，被誉为“词史”。刘辰翁的词学创作深受辛弃疾影响，词风豪放沉郁，但也时有轻灵婉丽之作。本文以
刘辰翁《须溪词》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刘辰翁对辛弃疾的爱国主义情怀、“以文为词”“以经史入词”
“以俗入雅”的词学思想及豪放沉郁的词风的传承，并分析其在遗民心态作用下以词存史、内容悲苦、吸纳婉
约派技法、白描与隐喻结合的创作特色。

关键词：刘辰翁，须溪词，辛弃疾，稼轩词，传承与创新

1.引言
刘辰翁（1232-1297）是江西庐陵人，字会孟，
号须溪，是宋元之际的文学家、文学评论家，现存诗
歌 203 首、词 354 首、散文 249 篇。受欧阳守道、江
万里等人影响，刘辰翁素有爱国气节，南宋灭亡后，
他选择归隐，著书立说，存史传道。

当前，学界对刘辰翁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文艺学
方面，关注其文学评论，而其他相关研究主要着眼于
[1]
刘辰翁生平和《须溪词》 中的送春词、元宵词等典
型题材，亦有一些学者进行苏轼词、辛弃疾词的接受
研究时关注到了刘辰翁。
在词学创作上，苏轼、辛弃疾与刘辰翁可谓是一
脉相承又各有创新。现当代的学界也普遍以苏辛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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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豪放派的代表，认为辛弃疾是“宋词革新派别中学
[2]
习苏轼而又超越苏轼的最重要的词人” 。在苏轼之
后，辛弃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继承并发展了其词风，
而清末的况周颐曾在《蕙风词话》中评价刘辰翁的词
“风格遒上似稼轩，情辞跌宕似遗山。有时意笔俱化，
[3]
纯任天倪，竟能略似坡公” 。1957 年，刘大杰的《中
[4]
[5]
国文学发展史》 正式将刘辰翁划归苏辛一派 ，这
一说法也为后来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自既有文献来看，刘辰翁深受辛弃疾影响，被认
[6]
为是“南宋辛派最后一个词人” 。1983 年，严迪昌
[7]
先生在《论辛弃疾的“咏春”词》 中，指出刘辰翁
在咏春词创作上深受辛弃疾的影响，并认为刘辰翁的
词作中咏春词最有价值。1985 年出版的《唐宋词通
[8]
论》 中，吴熊和先生论及宋元之际词人，称刘辰翁
词“好用苏、辛词韵”“摇落壮心，犹有稼轩、同甫
之风”“骨干气息，无疑是胎息苏、辛的”。2003
[9]
年，朱丽霞在《刘须溪对辛稼轩的接受》 一文中从
比兴象征手法与以文为词的特征两方面进行了论述。
2006 年，赵艳喜也进行了刘辰翁和辛稼轩咏春词的
比较，指出刘辰翁继承了辛稼轩咏春词的艺术精神但
[10]
他的咏春词在内容和情调上都与稼轩大不相同 。
2007 年，李春英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宋元时期稼轩
[11]
词接受研究》 中分析了刘辰翁在内容和风格、比兴
寄托手法、词句等方面对稼轩词的创作接受，并指出
刘辰翁对辛弃疾爱国主义题材内容以及豪放沉郁词
风的接受是最重要的；而《宋元之际词坛格局及词人
[12]
[13]
群体研究》 《刘辰翁须溪词初探》 等文章亦曾提
及刘辰翁学习稼轩词作的观点。
苏轼、辛弃疾、刘辰翁三人在豪放词风上一脉相
承，却又各有千秋，而这些均在他们的词作中留有痕
迹。目前已有的关于刘辰翁对辛稼轩的接受研究多以
刘辰翁的送春词为例，所述观点或偏重艺术特色方面
的接受与创新，或主要站在辛稼轩接受史的研究角度
上关注刘辰翁词作的继承性，因此这一问题尚有一定
的深入研究空间。本文以刘辰翁《须溪词》文本为主
要研究对象，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两个方面分析刘
辰翁对辛弃疾词及词学观的传承及其创新。

即使北伐无望、忧愤不已，他也始终怀着坚定的爱国
信念。
而刘辰翁（1232-1297）与文天祥同出欧阳守道
[15]
和江万里门下 ，深受二人清正风骨的影响，1275
[16]
年，江万里以身殉国 ，1279 年南宋灭亡后，刘辰
[17]
翁辗转谋葬江万里 ，后归隐不仕。受辛弃疾影响，
他同样把自己的爱国情怀熔铸词中，写下“想故国、
高台月明”等词句，寄托深挚的爱国之情。
然虽同怀爱国之志并将之用于词笔，二人的爱国
情感内容仍有所不同，这与二人所处的时代有关。辛
弃疾的时代距南宋灭亡尚远，他壮志难酬，常怀对主
和派的愤慨，忧虑、悲愤及失望之情日盛。淳熙三年
（1176），辛弃疾任职江西，来到造口，想起当年隆
佑太后在此被追捕的国耻以及如今统治者偏安江南
的懦弱，他满怀悲愤，作《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开篇“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一句便饱
含悲怆，他在郁孤台下叹郁孤，一江流水在他眼中，
尽是百姓乃至宋朝的伤心泪。但此时的大宋虽然国势
衰颓，却未至绝境，辛弃疾始终怀着收复国土、重归
汴京的希望，始终在为北伐抗金斗争，所以他还会写
下“写尽胸中，磈磊未全平”“却笑将军三羽箭，何
日去，定天山”这样饱含壮志的词句。故辛弃疾的词
中的兴亡感慨之情悲却不苦，愤懑伤心却并不绝望。
刘辰翁的情感却并非如此。他身处宋元之交，亲
历了南宋灭亡，在元朝的统治之下，他爱的国却是大
宋，他的爱国情怀因此无可避免地充斥着亡国之痛、
遗民之恨、无望之苦，与稼轩相异。“我已无家，君
归何里”，住所当然是有的，然国既破，他便已是无
家可归之人。由于朝代更替，江山易主，刘辰翁落笔
常需讳言、不可明示，故虽然偶有“功名马上兜鍪出，
莫书生，误尽了人间事”等豪迈之句，但更多的是以
婉转的隐喻来表达自己无法明说的故国哀思，如“春
去人间无路”，逝去的不只是春天，还有记忆里美好
的故国，宋朝已灭，人间无路。

2.刘辰翁在思想内容上对稼轩词的传承及创
新

因此，刘辰翁和稼轩一样将深厚的爱国之情灌注
于词，但同时也出于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的不同有创
新，较之稼轩，他的爱国之情常深含复国无望、痛思
故国的苦意，于豪放之外更添一分婉约，也恰是这一
分婉约，显得他内心悲苦万分。

2.1.情感方面

2.2.词学观念方面

爱国主义情怀是辛词和须溪词中最鲜明的共同
特征，也是刘辰翁对辛稼轩思想内容继承中最根本的
一点。

刘辰翁所处的时代，正是词学的巅峰时期。刘辰
翁本人也是一位文评大家，在《辛稼轩词序》中，他
系统地总结了稼轩词的范型，也阐明了自己的词学主
张。“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
颂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
[18]
在刘辰翁看来，稼轩词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承东坡
之风，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二是用经用史，三是牵
雅颂入郑卫。此外，刘辰翁还写道，“稼轩胸中今古，
[18]
止用资为词，非不能诗，不事此事耳。” 这说明他

爱国主义情怀的形成离不开时代的感召。辛弃疾
（1140-1207），出生于金国，抗金后回归宋朝，他
一生志在收复失地却总是壮志难酬，但却始终是一个
斗士。他将慷慨报国的壮志和家国兴亡的感叹都融入
自己的笔墨，在词作中抒发宏愿。他在《满江红》中
[14]
写道，“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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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认同词是“诗之余”的观点，他推崇苏辛二人写
豪放词的做法，认为词可以承载更加深沉的内容。除
了肯定稼轩词的创作外，刘辰翁本人的创作过程中也
继承了辛弃疾“以文为词”“以经史入词”“以俗入
雅”的词学思想。举例如下：
（1）铜驼故老。说著宣和似天宝。五百年前。
曾向杭州看上元。（《减字木兰花·乙亥上元》）
（2）墙头竹外，洞房初就，画阁新成。（《朝
中措·劝酒》）
（3）封丘门外定何人，这一点、瞒他不得。
（《鹊
桥仙·题陈敬之扇》）
（4）去年今日。今年今日。添个曾孙抱膝。
（《鹊
桥仙·寿臞山母》）
（5）天知老矣。莫累门生与儿子。不用登高。
高处风吹帽不牢。
（《减字木兰花·甲午九日午山作》）
（6）古人已矣，天下英雄，使君与操耳。（《莺
啼序》）
（7）广武噫嘻，东陵反覆，欢乐少兮哀怨多。
（《大圣乐·伤春》）
以上例子充分体现了刘辰翁对辛弃疾词学观念
的继承。无论是“五百年前。曾向杭州看上元”还是
“墙头竹外，洞房初就，画阁新成”，抑或是“古人
已矣，天下英雄，使君与操耳”，都是典型的以文为
词。经史典故亦是随处可见，如“高处风吹帽不牢”
化用了“龙山落帽”的故事，“广武噫嘻”典出《晋
书·阮籍传》，“东陵反覆”典出《史记·萧相国世
[19]
家》 。而“瞒他不得”“添个曾孙抱膝”“莫累门
生与儿子”等大量口语化词语的运用则体现了以俗入
雅的特点。
此外，他还在辛弃疾壮笔写词的基础上进一步发
展和创新，达到了新的境界——以词存史。典型的词
[20]
作是《六州歌头》，《宋词鉴赏辞典 5》 中说它“一
反常调，横放杰出，以纪事为词，以史为词，短距离
抓拍现实生活中的大事，贴近现实，锋芒激烈，闪烁
着特殊光彩，词中‘自欠此体不得’。”全词如下：
六州歌头
乙亥二月，贾平章似道督师至太平州鲁港，未见
敌，鸣锣而溃。后半月闻报，赋此
向来人道，真个胜周公。燕然眇。浯溪小。万世
功。再建隆。十五年宇宙，宫中膺。堂中伴。翻虎鼠，
搏鹯雀，覆蛇龙。鹤发庞眉，憔悴空山久，来上东封。
便一朝符瑞，四十万人同。说甚东风。怕西风。
甚边尘起，渔阳惨。霓裳断。广寒宫。青楼杳。
朱门悄。镜湖空。里湖通。大纛高牙去，人不见，港
重重。斜阳外，芳草碧，落花红。抛尽黄金无计，方
知道、前此和戎。但千年传说，夜半一声铜。何面江
东。
刘辰翁在序言中点明了这首词写的是贾似道鲁
港兵败一事。词的上阙主要写鲁港兵败前的贾似道，

“十五年宇宙，宫中膺。堂中伴。翻虎鼠，搏鹯雀，
覆蛇龙”，足见其权势滔天。这也符合史书的记载，
据《宋史·贾似道传》，“十月，其母胡氏薨，诏以
天子卤簿葬之，起坟拟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
[21]
终日无敢易位。” 身为朝臣，母亲去世享受天子卤
簿的待遇，百官冒雨送葬，足见贾似道气焰之嚣张。
刘辰翁本人亦曾因触犯贾似道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而词的下阙则是先写贾似道在国势危急之时仍耽于
享乐，“青楼杳。朱门悄。镜湖空。里湖通。”后写
其前往鲁港之事，“抛尽黄金无计，方知道、前此和
戎”，去了前线之后，贾似道抛尽黄金却议和失败，
于是世人皆知此前他解除鄂州兵围并非他上报的大
捷，而是纳币求和，最后大军溃败，贾似道无颜面见
江东父老——“但千年传说，夜半一声铜。何面江东。”
除《六州歌头》以外，刘辰翁还有很多词作兼具
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体现了其“以词存史”的观念。
如《柳梢青·春感》中的“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
是歌声”和《江城梅花引·辛巳洪都上元》中的“野
庙残梅，村鼓自春声。长笑儿童忙踏舞，何曾见，宣
德棚，不夜城”展示了蒙元入主江南后，北方的大鼓
和游牧民族的腔调充斥街头，儿童们也已经不知道宋
朝时百姓在宣德棚观灯的上元习俗。葛晓音在《唐宋
[22]
诗词十五讲》 一书中也提到了须溪词的这一特色，
而这也是词的内容被苏辛拓宽后的又一次开拓，在词
学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2.3.内容方面
在词的内容方面，刘辰翁亦是对稼轩既有继承又
有创新。刘辰翁善于化用前人诗词，且十分自然，常
常不着痕迹，如“遥怜儿女，未解忆长安、十年前月”
“看取大江东去，把酒凄然北望，说著泪潺湲”分别
化用了杜甫的诗句和苏轼的词句。而对于辛弃疾的
词，刘辰翁更是信手拈来、运用自如（见表 1），这
充分体现了他对辛稼轩的推崇和继承。
表 1 刘辰翁和辛弃疾部分词句对比
刘辰翁
东风自放银花树。（《踏莎
行》）
东风绝似柳情怀。（《浣溪
沙·三月三日》）
曲曲青山不可遮。（《山花
子·春暮》）

辛弃疾
东风夜放花千树。（《青
玉案·元夕》）
东风摇荡，似杨柳、十五
女儿腰。（《婆罗门引》）
青山遮不住。
（《菩萨蛮》）

落叶西风时候。（《昭君
怨》）
我醉看天天看我，听秋风、 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
吹动檐间铁。
（《金缕曲·送 铮、阵马檐间铁。（《贺
五峰归九江》）
新郎》）
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
早整顿、乾坤事了。（《洞
（《水龙吟·甲辰岁寿韩
仙歌·寿中甫》）
南涧尚书》）
说与东风情事，怕东风、似 说与东风，归意有无间。
人眉皱。（《水龙吟》）
（《江城子》）
落叶西风满地。
（《如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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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
亭有怀》）
听画角楼头，呜咽未断，重 只愁画角楼头起，急管哀
数五更鼓。（《摸鱼儿》） 弦次第催。（《鹧鸪天》）
看来天上多辛苦，
且住人间
劝人间、且住五千年，如
五百年。（《鹧鸪天·寿赵
金石。（《满江红》）
松庐》）
当年知道晴三鼓。
便似佳期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
误。（《虞美人·壬午中秋 蛾眉曾有人妒。（《摸鱼
雨后不见月》）
儿》）

跟着就转为“看取枝头，无语怨天公”的哀怨。“以
[23]
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词中所言乃是词人
内心的真实写照。亡国之殇给刘辰翁其人其词都打上
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他寄居人间，冷眼看风月繁华，
却永怀故国不复的悲苦。

尽管继承和接受了辛稼轩的词风，但由于时代背
景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刘辰翁与辛弃疾在情感上有所
差异，这也使得二人词中所描绘的景象及其意味有时
大不相同，可以梅花为例，从二人对相同意象的运用
上进行对比分析。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辛弃疾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
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
凉好个秋。
法驾导引·寿胡盘居
刘辰翁
盘之水，盘之水，清可濯吾缨。我与盘山疏一月，
黄花满意绕荒城。怀抱向谁倾
十之十，十之十，十十到千龄。我与盘山同一月，
不占甲子后先晴。携手看升平。
《丑奴儿》，又作《采桑子》，词格中有反复句
式，辛弃疾共有 9 首词运用此调。《法驾导引》这一
词牌由陈与义首创，每阙开头有复沓句式，该调式存
世的明朝之前的词作仅有 17 首，其中包括刘辰翁的
12 首寿词。对比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与刘辰翁《法驾导引·寿胡盘居》，可发现二人在反
复和顶针使用上的异曲同工之处，即除了词格固有的
复沓之处，在上下阕之间也存在反复。

古人已矣，天下英雄，使君
与操耳。（《莺啼序》）

词人骚客素来偏爱梅花，常用之以吟赏风月或自
衬标格，辛弃疾和刘辰翁的笔下亦不乏如此笔墨。比
如，辛弃疾的“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
莫碍观梅”和“三分兰菊十分梅，斗合就、一枝风月”
颇有几分雅意，刘辰翁的“造就一枝清绝，梅与雪、
怎分别”点出了梅花的傲骨，二人的描写都平易直白
却又清新隽永。虽有些许共性，但更多的是差异。同
写寒梅傲骨，辛弃疾将梅菊与百花相比，写“雪里疏
梅，霜头寒菊，迥与馀花别”，百花相争而独有梅菊
格高，刘辰翁则是以梅花与人间相比，“岁寒相命，
算人间、除了梅花无物”，整个世界顿成孤绝之境；
同写梅寄相思，辛弃疾是“正梅花、万里雪深时，须
相忆”，缱绻不舍地说着勿相忘、长相念，刘辰翁则
是“梅花冉冉销成雪。销成雪。一年一度，为君肠绝”，
十分凄苦；同写落梅，辛弃疾是“却道小梅摇落、不
禁风”“落梅如许，吹尽墙边去”，叹落梅飘零，有
几分萧瑟之感，而刘辰翁却是以泪相比，“谁见梅花
如泪、不言中”，有时更是断肠之痛，“断肠何似，
飞絮多时，落梅深处”……
细细对比辛弃疾《鹧鸪天·送欧阳国瑞入吴中》
中的“梅似雪，柳如丝。试听别语慰相思”和刘辰翁
《鹧鸪天·立春后即事》中的“梅弄雪，柳窥晴。残
年犹自冷如冰”两句，则体会更深。同样的词格，同
样的梅柳，前者写出了别愁如丝缕、相思不可绝的离
情，而后者则在梅雪柳晴的对举中直接表露了作者真
实的内心感受——成日心在冰窟，时刻不忘故国。
可见，辛弃疾尚怀有几分风花雪月的闲情，能吟
出“诗句到梅花，春风十万家”，对梅花意象的运用
主要在于雅、傲、愁，写的多是风月事，时有相思愁
肠却不至于令人觉得凄楚万分。刘辰翁却是“孤山梅
下吟魂冷”，长苦难消、处处断肠。在心境影响下，
刘辰翁在意象选择时常常会用杜鹃等十分灰冷的意
象，如“子规声断长门晓，春梦不堪重做”，在意象
运用时也常常使用比较黯淡的修饰语，比如月是落
月，风是西风，烟是冷烟，常营造出孤清凄凉的意境，
难得有“杏花红，海棠红”这样鲜艳明媚的句子，紧

3.刘辰翁在艺术特色上对稼轩词的传承及创
新

3.1.顶针与反复

值得一提的是，刘辰翁不仅注意并学习到了辛弃
疾的这一写法，并将之发扬光大，其对顶针和反复的
使用频率更高，使用场景也更丰富。他不仅选用带有
复沓句式的词格，还在词格并未规定复沓的句、段里
广用反复，甚至少数词还能相互构成“对称”和“排
比”。举例如下：
（1）长欲语，欲语又蹉跎。（《忆江南·赋所
见》）
（2）便不到天涯。天涯也是家。（《菩萨蛮·秋
兴》）
（3）何处不青青。青青是汉茔。（《菩萨蛮·春
日山行》）
（4）送春去，春去人间无路。（《兰陵王·丙
子送春》）
（5）饮连江，江连月，月连城。
（《水调歌头·和
马观复中秋》）
（6）望前山、山色如烟，烟光如雨。（《金缕
曲·登高华盖岭和同游韵》）
（7）似梦中云，云外雪，雪中春。（《行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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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老来无复味。老来无复泪。
（《霜天晓角·和
中斋九日》）
（9）欲归城，未归城。见说城中处处灯。明年
处处行。（《长相思·喜晴》）
（10）一剪梅·和人催雪
万事如花不可期。花不堪持，酒不堪持。江天雪
意使人迷，剪一枝枝，歌一枝枝。
歌者不来今几时。姜影无词，张影无词。不歌不
醉不成诗，歌也迟迟，雪也迟迟。
（11） 一剪梅·和敖秋崖为小孙三载寿谢
人生总受业风吹。三岁儿儿，八十儿儿。深闺空
谷把还持，啼看人知，啼怕人知。
客中自种绿猗猗。月下横枝，雪下横枝。尊前百
岁且开眉，今岁今时，前岁今时。
（12）忆秦娥·其一
烧灯节。朝京道上风和雪。风和雪。江山如旧，
朝京人绝。
百年短短兴亡别。与君犹对当时月。当时月。照
人烛泪，照人梅发。
（13）忆秦娥·其二
惊雷节。梅花冉冉销成雪。销成雪。一年一度，
为君肠绝。
古人长恨中年别。馀年又过新正月。新正月。不
堪临镜，不堪垂发。
（14）忆秦娥·其三
梅花节。白头卧起餐毡雪。餐毡雪。上林雁断，
上林书绝。
伤心最是河梁别。无人共拜天边月。天边月。一
尊对影，一编残发。
（15）忆秦娥·其四
收灯节。霖铃又似龟山雪。龟山雪。今宵清绝，
今宵愁绝。
老人似少终然别。痴痴更望春三月。春三月。花
如人面，自羞余发。
以上诸例中，（1）至（9）九句为刘辰翁在非复
沓词格中广用顶针及反复的典例，其中（5）（6）（7）
在三句之间都用了顶针。
（10）
（11）两阙《一剪梅》，
比之李清照同词格的作品“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
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
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
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运用了许多反复，
且两首词词格相同，所依韵部相同，运用反复的地方
相同，可谓十分“对称”。而（12）（13）（14）（15）
四首《忆秦娥》，按题材类型均为节序词，四首词的

韵脚及次序完全相同，且在上阙或下阙最后两句中必
有反复修辞，甚至在情感上也都是愁苦的，四首词构
成了十分工整的“排比”。
顶针和反复修辞的广泛运用，使得须溪词的形式
整齐优美、音乐性强，从而具有了回环往复的音韵美
和节奏美。此外，随着词句在口齿间的反复辗转，读
者的思绪也随之延伸，作者的情感也随之加强，词中
的意蕴空间被扩大，情感也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以（12）《忆秦娥·其一》为例，“百年短短兴亡别。
与君犹对当时月”，读到这里，读者体会到的是作者
的兴衰之叹，月亮仍是当年的月亮，但人间却已历经
沧桑巨变，故国不复，而再重复一句“当时月”时，
脑海中的思绪已经由立足现在的兴亡感叹转而深入
了对当时场景的回忆里，故国仍在，词人和友人把酒
对月，畅快不已。之后，思绪又回到了当下，欢乐只
属于曾经，鬓发斑白的词人在缓慢的“照人烛泪，照
人梅发”时的沉吟中，空对着当时月，思念故人故国，
双眼含泪。
将深意蕴藏在看似简单的重复中，形式美与内容
美兼具，刘辰翁对顶针和反复的的运用可谓炉火纯
青，比之辛稼轩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也体
现了二人词风的些微不同，即刘辰翁在继承辛稼轩的
雄劲之外，也继承了婉约派的秀丽。词学发展在刘辰
翁的时代已至巅峰，刘辰翁熟知两派长短，故能兼采
[24]
豪放派的雄劲跌宕和婉约派的轻灵婉丽 ，所以时常
能将故国之思这种宏大的主题写得更加深婉，但又不
至于如李煜那般柔弱低吟。夏承焘先生曾赋诗“稼轩
后起有辰翁，旷代词坛峙两雄。憾事筝琶银甲硬，江
[25]
西残响倚声中” ，并曾论及须溪词“不专为苏辛，
间参周、吴，其学苏辛者，多亡国危苦之音，可谓苏
[26]
辛派之变风变雅矣” ，刘辰翁对辛弃疾词风的继承
及创新可见一斑。

3.2.白描与隐喻
江城子·西湖感怀
刘辰翁
涌金门外上船场。湖山堂。众贤堂。到几凄凉，
城角夜吹霜。谁识两峰相对语，天惨惨，水茫茫。
月移疏影傍人墙。怕昏黄。又昏黄。旧日朱门，
四圣暗飘香。驿使不来春又老，南共北，断人肠。
菩萨蛮·丁丑送春
刘辰翁
殷勤欲送春归去。白首题将断肠句。春去自依依。
欲归无处归。
天涯同是寓。握手留春住。小住碧桃枝。桃根不
属谁。
江城子·春兴
刘辰翁
一年春事几何空。杏花红。海棠红。看取枝头，
无语怨天公。幸自一晴晴太暖，三日雨，五更风。
山中长自忆城中。到城中。望水东。说尽闲情，
无日不匆匆。昨日也同花下饮，终有恨，不曾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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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首词写于不同时期，表达了刘辰翁不同时期
的情感。第一首词写于临安，此时金兵尚未攻破都城，
但“城角夜吹霜”“驿使不来”，晚上已经能够听到
战争的号角声，两国外交关系已断，暗含了作者对国
家的担忧之情。第二首词写于公元 1277 年，此时临
安已被攻破，南宋朝廷向元朝奉表称臣，宋朝大势已
去，作者已经有“欲归无处归”的感慨和即将沦为无
家可归的亡国遗民的悲痛。而第三首词写作时，南宋
已经覆灭，刘辰翁归隐不仕，看岁月匆匆，往事成烟，
顿生沧桑悲凉之感。这也体现了不同时期刘辰翁心态
的变化。
而在艺术特色上，这三首词也有它们的共性。首
先，它们都运用了白描的写作手法，“月移疏影傍人
墙”“握手留春住。小住碧桃枝”“昨日也同花下饮，
终有恨，不曾浓”等词句以文为词，“天惨惨”“桃
根不属谁”“到城中”等词句以俗入雅，语言平实自
然、清新晓畅，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了对临安风雨欲来
的担忧、春归无处的伤痛、春事成空的悲凉。其次，
它们都运用了隐喻，暗藏深意，作者看似简明直白地
写临安景象、伤春之情、无聊之感，实际上寄托的却
是对江山家国的关切，而非简单的感怀与伤逝。
此类白描与隐喻的结合在刘辰翁的词作中很常
见，词作本身以简单的笔墨写就，咏眼前之风景人事，
其中却倾注了词人心中的爱国主义情怀与人生兴亡
感叹，言浅意深，耐人寻味，是须溪词的一大特色。
事实上，这也与刘辰翁的成长环境、生平经历和性格
特质相关。刘辰翁生在江西，受江西文学传统的熏陶，
又受欧阳守道、江万里等人影响，在贾似道溃败时作
《六州歌头》讽刺，在经历宋元易代的变故后，心中
又有不平之气，同时他坚持儒家不事二主的思想，在
元朝统治时归隐，可见他为人耿直。性格使然，刘辰
翁也主张文学创作要出于真实。他在《陈生诗序》中
说，“有能率意自道，出于孤臣怨女之所不能者，随
事纪实，足称名家。”而他的词学创作也践行了“随
事纪实”的主张。其词基于真实生活，且不时在序中
编年备注，词风恰如其人，磊落坦荡。其词因为常怀
家国兴亡的感叹，且其中的真实描写常能补充其他历
史文献的不足，又被誉为“词史”。

4.结语
本文分析了刘辰翁须溪词对稼轩词的继承和创
新，这其中，爱国是刘辰翁和辛弃疾共同的精神底色，
时代赋予了他们不同的情感及性格特点，可谓“国家
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刘辰翁在辛弃疾词
学思想的影响下进行创作，作为身在元朝的大宋遗
民，亡国之痛铸就了刘辰翁内心恒在的深切苦意，也
使得他的词风沉郁，而耿直守节的特质又使得他的词
里始终有一种血气，加之他兼采众长，技巧纯熟，最
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词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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