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處
全 

《
浣
溪
沙
》 

「
兒
輩
欲
九
日
詞
而
尚
遠
，
用
“

滿
城
風
雨
近
得
陽
”

填
成
浣
溪
沙
」 

梁
琪
琪 



一、 作者生平 

關於李處全的生平經歷，前人留給我們的資料很零散，因此我只能通過

分析以下的少許資料，盡量為他拼湊出一個較為完整的人生軌跡。 

資料一：《景定建康志》卷四九《儒雅傳》載：‚李處全，淳熙十六年卒于 

       任，年五十九。＂ 

資料二：《景定建康志》卷四九《儒雅傳》載：‚李處全，字粹伯，徐州豐 

       縣人，後遷居溧陽。邯鄲公淑之曾孫。＂ 

資料三：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六載：‚建炎元年六月丙戍，中大 

       夫淮南轉運副使李傳正言：‘近時潰卒，聚為群盗，驚劫鎮，望諸 

       路無武臣提刑處權添一員，專管捉殺。’從之。傳正，壽朋子也。 

       壽朋，彭城人，任工部郎中直舍人院。祖若谷，參知政事。父淑， 

       翰林學士。＂ 

資料四：《南宋館閣錄》卷七云：‚李處全，字粹伯，彭城人。梁克家榜進 

       士出身。＂ 

資料五：《至正金陵新志》均載：‚登弟，由宗正寺薄遷太常丞。＂ 

資料六：《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一之一一載：‚乾道元年五月十二日詔，太 

       常丞李處全放罷，……以右正言程叔論處全醜穢之迹，為縉紳士夫之  

       所恥笑。＂ 

資料七：《南宋館閣錄》卷七載：‚李處全，乾道六年七月除（秘書丞），十 

       月為殿中侍御史。＂ 

資料八：呂祖謙《東萊集》卷一有《李粹伯侍御母夫人挽章》，作於乾道七 

       年辛卯。 

資料九：周煇《清波雜誌》卷一零載：‚淳熙改元，復圮於潮汐，時待制張 

       公子正守郡，益加板築，不計工費，唯取堅實。官貲不足，陰以私 

       帑益之。迄今是賴。侍御史李粹伯處全記其成，煇是年適在鄉里， 

       乃得其實。＂ 

資料十：《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一五載：‚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三，湖南 

        運判吳援丶新知袁州李處全丶知黃州辛堅之并放罷。……處全經由 

        蕪湖縣，受富民賂遺，……故有是命。＂ 



資料十一：《正德袁州府志》卷六載：‚李處全，淳熙二年任。章潭，淳熙 

         三年任。＂ 

資料十二：李之亮《宋兩浙路郡守年表》謂：‚李處全淳熙六年始知處州。＂ 

資料十三：《景定建康志》卷三一載：‚既易兹石，俾處全並書之。淳熙八年 

         歲在辛丑四月丙午朔，朝奉大夫李處全。＂ 

資料十四：《景定建康志》卷四九謂：‚李處全，知袁州丶處州，移贛州，未 

         赴，改舒州。淳熙十六年卒於任，年五十九。官至朝議大夫。＂ 

資料十五：《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二下云：‚侍郞李處全墓，溧陽州西南大石 

         山。1＂ 

李處全，生於紹興元年(1131)，卒於淳熙十六年(1189)，終年五十九歲(資

料一)。字粹伯，徐州豐縣(今安徽豐縣)人，後遷居於溧陽。他出身於官宦世

家。高祖若谷，官參知政事。曾祖淑，官翰林學士。祖父壽朋，官工部郎中

直舍人院。父傳正，官淮南轉運副使(資料二、三)。 

由此可知，李處全的家世甚顯，自小應有很好的讀書環境。因此，於紹

興三十年(1160)考中進士2
 (資料四)，從此踏上官宦之路。及第後，授宗正寺

薄，後遷太常丞，但於乾道元年(1165)被罷官(資料五、六)。而乾道元年(1165)

至乾道六年(1170)期間應曾任秘書丞，但確切的上任時間不詳。因為乾道六

年七月，他被除秘書丞，十月遷殿中侍御史(資料七)。一直到乾道七年(1171)，

因遭逢母親喪事而辭官守孝三年(資料八)。守喪期滿後，即淳熙元年(1174)才

復任侍御史(資料九)。然後，淳熙二年(1175)，調任袁州知府，但同年因受賂

被罷官，任職時間甚短(資料十、十一)。淳熙六年(1179)，任處州知府(資料十二)。

淳熙八年(1179)，官朝奉大夫，仕途達到了顛峰狀態(資料十三)。最後，淳熙

十六年(1189)，任舒州知府，但同年便卒於任，後歸葬於故鄉溧陽(資料十四、十五)。 

從以上的生平經歷可知，李處全雖出身顯赫，但他人生的道路並不平坦。

一生幾經波折，大起大落，雖然官至朝奉大夫，但也經歷過至少三次的罷官，

可謂一生坎坷。不過，可能正是因為這波折迭起的悲劇人生，才能為他所創

作的詞鑄就無窮的魅力。 

                                                      
1
 以上十五條資料來自周應合《景定建康志》、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陳騤《南宋館閤錄》 

  和《文淵閣四庫全書》。 
2
 根據資料四顯示，李處全為梁克家榜進士出身，而梁克家是紹興三十年狀元。因此，李處全應    

  於紹興三十年(1160)考中進士。 



二、 文學成就 

關於李處全的文學成就，經過一番的資料搜集，只知道他有《晦庵詞》

一卷和四十七首詞傳於世。 

不過，根據我的分析統計，從詞的形式來看，李處全的詞以小令居多，

共二十九首；而中調和長調分別有三首和十五首。另外，從詞的題材來看，

李處全的詞取材廣泛，其中包括山水詞、茶詞、游仙詞和愛國詞等等，而當

中以咏物詞居多，共十四首，例如《西江月》‚芍藥‛、《水調歌頭》‚詠

梅‛等。因此，如果以詞的流派來分，李處全應屬婉約詞派。 

三、 詞 

詞是中國古典詩歌的形式之一。關於詞的淵源，歷年來都是眾說紛紜的，

而其中比較可信的看法是：詞是隋唐時興起的一種新的文學樣式，開始時是

為了配合隋唐以來流行的、以西域音樂為主體的‚燕樂3‛而作的歌詞4。因

此，詞是一種可以配合音樂而歌唱的‚新體詩‛。 

不過，詞又與普通所謂的‚舊體詩‛，特別是其中的‚近體詩‛有所不

同。因為‚近體詩‛不一定配樂，即使配樂都是先有了詩，然後再按詩配樂。

也就是說，詩與樂的結合只是以樂迎合詩，詩仍可以保持其原來整齊的格式，

不必為了遷就樂曲而作出改變，因此‚近體詩‛的格式只有幾種，其字數、

句數、平仄和用韵等都是相當固定的；而詞則比詩複雜很多，因為詞一般都

是先有了樂曲，然後再按曲填詞，所以它的字數、句數、平仄和用韵等都會

受到樂曲的影響而變得千變萬化5。因此，詞可以看作是一種特殊的，句式長

短不一，格式多種多樣的格律詩。 

另外，詞最初被稱為‚曲、雜曲、曲子詞‛，簡稱‚詞‛，後來因為人

們根據詞的特點，從不同的角度先後為詞命名，所以詞才有‚長短句、詩餘、

樂府、歌曲、樵歌、漁唱、琴趣、樂章、語業‛6等許多的別稱，但歸納起來，

這些銀河沙數的別稱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都分別說明了詞與音樂的密切關係

及其與傳統詩歌不同的形式特徵。 

                                                      
3
 燕樂，就是指宴飲的音樂。唐宋兩代時，一些重要的社交場合都會有歌妓表演歌舞或演唱燕樂  

  歌辭為飲酒者助興。 
4
 馬興榮、吳熊和、曹濟平著，《中國詞學大辭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年初版，頁 1。 

5
 陳振寰著，《讀詞常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初版，頁 1~3。 

6
 馬興榮、吳熊和、曹濟平著，《中國詞學大辭典》，頁 11。 



四、 詞調 

從上述關於詞的簡介可知，詞最初是配樂歌唱的，因此每首詞都會有一

個樂譜，而且每個樂譜的字數、句數、段數、平仄、宮調7和用韻都有不同的

規定，即所謂的‚調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聲‛，而綜合這些規定便成

為樂譜的格式，我們稱這些格式為‚詞調‛。而本作業‚浣溪沙‛這個詞調

的格式為雙調小令，從屬黃鍾宮，全詞共六句，四十二字，上片三句全用韵，

下片末二句用韵，而且均用平聲韻，一韻到底8。 

另外，由於每個詞調的文辭格律、音調節奏各異，所以所表達的聲情風

格也會有所不同。有的淸新綿邈，有的惆悵悲壯，有的風流蘊藉，有的旖旎

嫵媚。而‚浣溪沙‛的音律格調為疾徐中節、流麗諧婉，因此易於表現含蓄

蘊藉、輕柔婉轉的情感風韻9，故詞人們在創作時大都選擇此調來表達愁情哀

思、怨慕懷想的思想感情。 

而且‚浣溪沙‛更堪稱為唐宋詞調之冠，因為根據統計，在名目繁多的

唐宋詞調中，以‚浣溪沙‛一調的使用頻率為最高，共有近二百位詞人先後

創作了九百四十六首‚浣溪沙‛詞10，而本次作業便是其中的一首。 

五、 詞牌 

每個詞調都會有一個自己專屬的名稱，即‚詞牌‛。早期詞牌的定名與

詞的內容是一致的，因此當時只需看詞牌，便可知道詞的思想內容，例如看

到詞牌《憶江南》便知它是一首歌咏‚江南好‛的詞。不過，後來因為詞與

音樂日漸分離，詞牌與詞義再無直接的關係，詞牌的定名便變得複雜，大體

有以下三種情況：一是沿用唐代教坊曲名，如《菩薩蠻》、《天仙子》等；二

是來自民間曲子，如《竹枝》、《孤雁兒》等；三是取自詩詞名句，如《醉春

風》、《憶秦娥》等11。而《浣溪沙》這個詞牌的由來為第一種情況，‚沙‛

或作‚紗‛，據說是因春秋時越女西施於溪畔浣紗而名。 

                                                      
7
 類似今天歌譜中的音調(C 調、G 調等等)。 

8
 楊文生著，《詞譜簡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年二版，頁 43。 

9
 白靜、劉尊明著，〈唐宋詞調之冠 ——浣溪沙〉，《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1        

  卷，第 2 期，2004 年 3 月。 
10

 劉尊明著，〈唐宋词‚第一调‛中‚第一人‛〉，《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2

卷， 第 2 期，2005 年 3 月。 
11

 李旭東著，《詞的寫作與賞析》，益群書店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初版，，頁 72~84。 



另外，由於詞牌定名的情況變得多樣化，因此便出現了同調異名的現象，

即同一個詞調有不同的名稱，而《浣溪沙》的異名甚多，有《浣沙溪》、《小

庭花》、《滿院春》、《減字浣溪沙》、《醉木犀》、《霜菊黃》、《廣寒枝》、《清和

風》、《楊柳陌》等十九種12。 

不過，到後期詞牌的數目實在多不勝數，因此詞人為了既不改變通行的

詞牌名稱，又能表明自己創作的想法、意旨等，於是便在詞牌下加一個詞序
13。有些詞序甚至長達一兩百字，不但記時、記事，還點明寫詞的背景和主

旨。因此，詞序可以讓我們更容易理解一首詞的思想內容、陳述主張等，而

本次作業的詞序‚兒輩欲九日詞而尚遠，用‘滿城風雨近得陽’填成浣溪沙‛

便能幫我們理解到《浣沙溪》這首詞的創作背景，這將會在下面的寫作背景

中詳細闡述。 

六、 平仄 

首先，以下為《浣沙溪》的正體14——韓偓的《浣沙溪》的平仄押韻方式： 

       宿醉離愁慢髻鬟  ， 六銖衣薄惹輕寒 。  慵紅悶翠掩青鸞 。 

○仄 仄○平 平○仄 仄平 / ○仄 平○平 仄仄平平 / ○平 平○仄 仄仄平平 

       羅襪况兼金菡萏 ， 雪肌仍是玉琅玕 。  骨香腰細更沈檀 。 

      ○平 仄○仄 平平仄仄 /  ○仄 平○平 仄仄平平 / ○仄 平○平 仄仄平平 

注：有圓圈的字表示可平可仄，有下劃線的字代表韻腳。 

然後，再與李處全的《浣沙溪》作對比：  

       宋玉應當久斷腸  ， 滿城風雨近重陽 。  年年戲馬憶吾鄉 。 

○仄 仄○平 平○仄 仄平 / ○仄 平○平 仄仄平平 / ○平 平○仄 仄仄平平 

       催促東籬金蕊放 ， 佳人更繡紫萸囊 。  白衣才到共飛觴 。 

      ○平 仄○平 平平仄仄 /  ○平 平○仄 仄仄平平 / ○仄 平○平 仄仄平平 

最後，從上面的比較可知，李處全的《浣沙溪》的平仄是符合規定的，並沒

有作任何的變化，而且上片的韻腳‚腸、陽、鄉‛和下片的韻腳‚囊、觴‛

都是押陽平聲韻，一韻到底。因此，這首詞的平仄格律非常工整。 

                                                      
12

 嚴建文著，《詞牌釋例》，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 年初版，頁 43。 
13

 陳振寰著，《讀詞常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初版，頁 22。 
14

 一些詞調有多種格式，因此習慣以較早而又大多習用的一個詞調格式作為標準，後人稱此定 

   格為‚正體‛。 



七、 寫作背景 

關於李處全《浣溪沙》這首詞的創作背景，雖然歷史上並無任何的記載，

但從這首詞的詞序‚兒輩欲九日詞而尚遠‛中，我們可以知道此詞為重陽節

前所作，而恰巧我在蒐集有關李處全生平背景的資料時，找到一則材料：《南

宋館閣錄》卷七載：‚李處全，重陽節，與周必大等同登高，周必大有《重

陽預約三館同舍登高於真珠園前數日李粹伯秘丞除殿院（庚寅15）》紀事。‛

當中提及到李處全於乾道六年的重陽節前曾與周必大一起相約登高，因此我

決定先大膽假設李處全《浣溪沙》這首詞的創作時間為乾道六年的重陽節前，

雖然這樣看起來有點輕率，但以下我將會闡述充分的理據來支持這個假設。 

首先，李處全在詞序中提及到‚兒輩‛一詞，因此可以推測他創作這首詞

時，身邊有一些前輩在旁，所以才會自稱為兒輩。而周必大生於靖康元年(1126)，

即比李處全年長五歲，故李處全在與周必大相處時，以兒輩居之是合理的。 

再者，周必大的一首《重陽預約三館同舍登高於真珠園前數日李粹伯》

‚勝游元在十人中，健翮先培萬里風。落帽有歡追戲馬，峨冠無計屈乘驄。

對門尚許官曹近，光館猶期燕會同。幸可誇張少年在，未須細數菊花叢。‛，

詞中描寫了周必大與友人於重陽節前相約登高的情境，而其中的‚落帽有歡

追戲馬‛和李處全《浣溪沙》詞中的‚年年戲馬憶吾鄉‛這兩句，彼此都用了戲馬

台這個典故。而且它們的格式很類似，都是共六句，每句七字，給人一種你呼我應

的感覺。因此，這便增加了兩首詩詞的創作時間是一致的可信性。 

最後，在中國古代，思鄉往往是因為仕途失意，因為人在失意時會感到

孤獨和無助，於是便會想起故鄉的家人，希望能從中得到一點慰藉。而於乾

道六年的重陽節前，李處全剛巧被罷官不久，正經歷仕途的失意，再加上臨

近重陽節，因此思鄉之愁自然會縈繞心頭，這便與李處全《浣溪沙》這首詞

的創作動機不謀而合，因為此詞為一首思鄉詞。 

以上的分析都為我的假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因此，我認為李處全《浣

溪沙》這首詞的創作時間為乾道六年的重陽節前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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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題原注的‚庚寅‛，即乾道六年。 

http://www.baike.com/wiki/%E5%81%A5%E7%BF%AE


八、 譯文 

宋玉應當久斷腸。滿城風雨近重陽。年年戲馬憶吾鄉。 

      催促東籬金蕊放，佳人更繡紫萸囊。白衣才到共飛觴。 

當年的宋玉應該已經悲秋了很久。現今重陽節又將至，城里到處都是風聲和

雨聲，每年我都會想念家鄉徐州的戲馬台。我盼望種在故鄉菊圃裏的菊花能

快點綻放，更希望佳人會刺繡一個紫色的茱萸佩囊給我，讓我可以驅邪辟惡，

朋友知己一把菊花酒帶來，我們便舉杯暢飲。 

九、 注釋 

宋玉○1 應當久斷腸○2  。  滿城風雨近重陽○3  。 年年戲馬○4 憶吾鄉  。 

催促東籬○5 金蕊○6 放，   佳人○7 更繡紫○8 萸囊○9 。 白衣○10 才到共飛觴○11 。  

(1) 宋玉：戰國後期楚鄢都 (現宜城) 人，或曰是屈原弟子，好辭而以賦見稱，     

曾仕襄王，卻以弄臣待之，一直不被重用，到其晚年，即考烈王之世，更被

迫棄官而流落異鄉16，但亦因其一生頗不得志的遭遇和傑出的才思，使他創

作了許多傳世的佳作，其中著名的《九辯》便是其晚年之作，而《九辯》的

首句為‚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再加上從作品的思

想看，宋玉晚年是個窮困潦倒的失業貧士，充滿著悲涼悽苦，故後人常以宋

玉為悲秋憫志的代表人物。 

(2) 斷腸：即腸斷。《世說新語 ‧ 黜免》：‚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

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

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17故後以「腸斷」形容悲哀至極。 

(3) 滿城風雨近重陽：形容重陽前城裡的景象，到處都是風聲、雨聲。宋釋惠洪

《冷齋夜話》卷四：‚黃州潘大臨工詩，有佳句，然甚貧。東坡、山谷尤喜

之。臨川謝無逸以書問近新作詩否？潘答書曰：‘秋來景物，件件是詩思，

恨為俗氣所蔽翳。昨日清卧，聞攪林風雨聲，遂起題壁曰：‚滿城風雨近重

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 聞者莫不笑其迂闊。‛18 故

後人多引用此句於以重陽為題材的詩詞中。 

(4) 戲馬：應為戲馬台，故迹名，故址在今江蘇徐州市南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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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東籬：菊圃的代稱。語出晉‧陶淵明《飲酒》詩之五當中膾炙人口的名句：‚采

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20，故後以‚東籬＂指種菊之處。 

(6) 金蕊：金色的花蕊，菊花的異名。 

(7) 佳人：貌美的女子。 

(8) 紫：紫色。古人因相傳‚老子‛有紫氣，故以紫色為祥瑞的顏色21。 

(9) 萸(音：如 )囊：應為茱萸囊。茱萸，植物名，有濃烈的香味。茱萸囊即裝有茱萸

的佩囊。古時的風俗認為重陽節把茱萸囊佩帶在身上，能驅邪辟惡。22 

(10) 白衣：即布衣。古時候窮人穿不起絲織品，只能穿麻、葛織成的布，因此‚白

衣‛就成為平民百姓的代稱，後多指沒有功名或官職的讀書人。另外，南朝

宋檀道鸞的《續晉陽秋》：‚陶潛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摘菊盈把，

坐其側，久之，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故

後多以‚白衣‛用作重陽節飲酒賞菊的典故，或指友人送酒，適逢其時。23 

(11) 觴(音：湘 )：古代酒器。名詞作動詞，指飲酒。24 

十、 內容分析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乃人之常情。因此，自古以來，以

思鄉為題材的詞作并不少見，而且大都寄扥了文人身在異鄉的孤獨和對遙遠故鄉

的思念，而本次作業李處全《浣溪沙》便是其中的一首。現在，就讓我們探

討一下這首思鄉詞所道出的情懷，一起走近李處全。 

首先，詞的上片營造出當時的氛圍背景，明確地點出思鄉的主題。作者於

開篇的兩句‚宋玉應當久斷腸。滿城風雨近重陽。‛便連用了宋玉和潘大臨兩

個人物的典故，而且這兩個典故在詞中都是似明但暗，雖然一看便知是用典，

但其真正的含意卻耐人尋味。而我認為作者之所以用這兩個典故的原因是因

為李處全、宋玉和潘大臨三人雖身處的時代各異，但他們的遭遇卻是相同的。根

據歷史的記載，無論是宋玉，還是潘大臨的人生都是悲哀淒涼的，他們的仕途

坎坷，雖有一身才華，卻無用武之地，而這與作者創作此詞時自身的情況是一

致的，我們從寫作背景可知，李處全當時剛巧被罷官，人生正經歷懷才不遇、

有志難伸的低潮期。因此，李處全是想以宋玉和潘大臨同樣悲慘的遭遇而婉轉

地表明自己的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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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首兩句還營造出一片悲涼的秋天氛圍，這是因為宋玉是悲秋的代

表人物，因此每當提起他的時候，人們都會自然地對他在名作《九辯》中‚悲

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等詩句所描寫蕭瑟蒼涼的秋

景作聯想；而且秋天的天氣本應秋高氣爽，但作者卻用‚風雨‛來形容城裏

周圍的景況，描寫出秋風蕭蕭、秋雨綿綿的天氣，又以一個‚滿‛字加以點

染，使悲涼的氛圍愈加濃重，為之後作者抒發其思鄉的愁情作了一個很好的

舖墊。 

因此，在緊接着的一句‚年年戲馬憶吾鄉‛，作者便直接明確地表達了

思鄉的情感和主題。而且句中的‚憶‛字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表現了作

者的思緒開始飄離上片眼前的景象而進入到下片他所想像的情景中。 

而詞的下片‚催促東籬金蕊放，佳人更繡紫萸囊。白衣才到共飛觴‛都

為作者意中的虛景。雖然一連三句的描寫都讓人想到一幅幅與家人、朋友賞

菊花、佩茱萸囊和飲菊花酒，一起歡度重陽節的熱鬧畫面，但可惜的是，這些

都只是作者的幻想，是作者在現實中無法得到的歡樂。因此，畫面雖是喜的，但

其心境卻是悲的。 

另外，詞的最後一句‚白衣才到共飛觴‛起到了首尾呼應的作用，此句

與開首兩句同樣用了典故，而且作者的用意是一樣的，因為當中的白衣是指

沒有功名或官職的讀書人，所以作者在結尾再一次婉轉地提起了自己的苦況，讓

人了解到全詞除了抒發了思鄉的愁情，還表達了作者仕途失意的苦悶。 

因此，這首詞的層次井然有序，從眼中實境轉為意中虛境，架構完整，

情境交融，是一篇深具感染力的作品。 

十一、 語法特點 

詞的語法特點主要有三：一是詞的活用；二是成分的省略；三是詞序的變化

下面將以李處全《浣溪沙》這首詞中的語法特點分別舉例說明： 

1. 詞的活用。詞被活用後，意思上總會比原來的更豐富，具有額外的一些

含意，從而使文字達到洗煉生動、言簡意賅的效果。 

例：‚白衣才到共飛觴‛ 這句詞中的‚觴‛字，原來屬名詞，指古代

酒器，但現在被活用作動詞，指飲酒。 



2. 成分的省略。由於詞的字數有所限制，因此必須省略句子中的某些成分，

以求行文簡潔。 

例：‚年年戲馬憶吾鄉‛ 這句詞中便省略了主語‚我‛的成分。 

3. 詞序的變化。即所謂的倒裝句。詞往往因格律的要求而需改變正常的詞

序，而當打破平板的陳述句法時，也能給人一種清新的感覺。 

例：‚宋玉應當久斷腸‛ 這句詞中的‚斷腸‛應為‚腸斷‛，賓語前置。 

十二、 寫作技巧 

本詞中主要運用了三個寫作技巧，分別析述如下： 

1. 巧用典故。詩詞寫作中用典，就是把歷史故事或有來歷出處的詩文、詞

語等巧妙地融合到自己的作品中，以少量的文字婉轉地表達複雜的事物

和思想感情25。典故用得好，能使作品簡潔含蓄、餘韻盎然；用得不好，

便會使作品生澀晦暗、枯燥無味。而李處全《浣溪沙》這首詞中的典故

用得非常巧妙，三個典故不但能表明作者仕途失意的處境，而且都與詞

中的主題──重陽節相關，故能不着痕迹地完全溶入到詞中的字裏行間，

與詞中的內容配合得天衣無縫，可謂詞中用典的典範。 

2. 寓情於景。用王國維《人間詞話》中的一句‚一切景語皆情語‛來形

容李處全《浣溪沙》這首詞是非常恰當的。雖然此詞沒有任何表達七情

六慾的文字，但我們卻可以了解到作者的情感，這是因為作者把感情抒

發在景物中。正如詞的上片，作者把他懷才不遇的苦悶和思念故鄉的愁

情寓入在秋天的景象中，因此他所見到的秋景才會顯得如此蕭煞凄涼，

可謂景生於情，而這樣的寫作手法把《浣溪沙》這首詞推向一個更為

矚目的藝術高度。 

3. 反襯。反襯是‚从反而襯之‛，即利用與主要形象相反、相異的次要

形象來反面襯托主要形象。李處全《浣溪沙》這首詞便是以一幅美好

的意境來反襯出一種落寞的情感。這是因為雖然作者在詞中的下片描寫

了一幅熱鬧的畫面，但只要想到上片的‚斷腸‛、‚風雨‛等憂愁的

字詞時，便會知道作者所表現的歡樂是假的，他只是想以樂景襯哀情，

以客觀的景物與主觀的感受作鮮明的對照，從而反襯出自己思鄉的

愁情更為濃厚，更能表現出自己當時的悲哀與孤獨。正如明朝哲學家

王夫之說過：‚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増其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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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評論 

關於李處全《浣溪沙》這首詞，前人未曾作出任何相關的評價。不過，我

認為這首詞雖短，但結構精妙，全篇即景生情，感情真摯，絲毫看不出刻意

修飾的痕跡，做到以最質樸真實的語言寫出最動人心魄的情感，即所謂‚語

淡而情濃，事淺而言深‛的境界。而且詞中用典極其自然，毫無瑕疵而又恰

到好處，堪稱典範。因此，李處全的詞無論是抒情還是用典，處處都將他的

才華淋漓盡致地呈現出來。 

 這與歷史上對李處全的整體評論是相似的，因為前人對他的評價大都是

正面的，不是說他才華橫溢，就是說他文學藝術造詣精湛，正如以下的兩則資料： 

資料一：蔡戡《定齋集》卷一九《李粹伯侍御挽詩》云：‚妙齡才氣已無雙，

軍陣飛揚翰墨場。白簡空餘遺稿在，錦囊應有近詞藏。生前且盡杯中物，死去猶

堪地下郎。逸氣不應埋宿草，會看千文吐光芒。＂ 

資料二：陳造《江湖長翁集》卷一一《李粹伯挽章二首》謂：‚今代論時傑，

如公未易量。冰壺鐘器質，繡段粲文章。遂鬱鸞台望，俄成馬鬛藏。忠賢如此爾，

天意竟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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