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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赋》是谢灵运第一次隐居始宁时的作品，

全赋正文 3915 言，自注 4932 字（包括正文、注

文脱字），总计 8847 字［1］。早在六朝之时，《山

居赋》就有着不同的际遇：它与《撰征赋》一起

被沈约收入《宋书·谢灵运传》，一传之中两赋

并录，不仅《宋书》，即使其他诸史都属罕见，

可见赏爱；但萧统领衔的《文选》却皆弃而不录。

后世文学史的评价也不似谢灵运山水诗那样众口

一词：揄扬者或称其着重景物描写的题材突破，

或道其出离靡丽的表现创新；贬抑者认为谢灵运

的文章与其诗歌声名远不相称，或称本赋之病尤

在“滞塞”［2］，或道本赋“但见学不见才”“不

是一篇成功的文学作品”［3］。

以上论断截然相反。然就六朝批评界而言：沈

约身仕数朝，虽然心思隐秘却也难脱履冰临渊的

惊悸，其诗文之中的隐逸情怀可为其影迹，这一

点正与《山居赋》的本旨关通。而萧统“事出于

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尺度与谢灵运刻意“去

饰取素”的审美追求本就南辕北辙。事实上，辞

赋发展史背景下的《山居赋》有着重要的文学转

型意义。可以说，《山居赋》是辞赋诞生之后出

现的体式最为新颖、风格迥异寻常、所承载的文

学思想信息极为丰富的文本，是山水文学发展的

里程碑。

一 《山居赋》的文体形制转型

《山居赋》的转型首先体现于文体形制的转型。

魏晋六朝之际，“就谈文体”是文学理论的主要内

容［4］。“文体”在当时基本包括体裁的规范、具

体的形制与个体的风格三部分内容，并以三者融合

一体的形式呈现。

就《山居赋》的文体形制而言，它摈弃了传统

体物大赋的一些格套，诸如履端于前、归余于乱、

主客问答，但又保持了体物大赋的规模，延续了大

赋绘写形势的传统。全赋以谢玄经营的北山旧居为

始，由近东近南近西近北、远东远南远西远北分别

状写，田园湖泊、动物植物各有归拢。属于谢灵运

造作的招提被置于北山描述的最后。继而书写南山，

“南山是开创卜居之处”［5］，属于作者对祖业的

开拓。终篇落实于山居生活的所资、所待——山水

物色、衣食蔬药、佛理文章。仅就基本规模着眼的

话，《山居赋》与汉大赋的区别不大。但无论基本

格局的整体规划还是具体内容的表现形式都呈现出

一定的独到特性。

其一，就整体规划而言，《山居赋》突破了传

统体物大赋全面铺开、平均用墨的平板文字秩序。

从传统大赋僵化叙事格局中突围的冲动在魏晋已有

论谢灵运《山居赋》的审美转型

——关于六朝文学新变的一个样本考察

赵树功

内容摘要 谢灵运《山居赋》是一篇具有文学转型意义的重要作品，这种转型体现

在以下三方面：其一，文体形制转型；其二，审美视点转型；其三，文学思想的转型。《山

居赋》是辞赋诞生之后出现的体式新颖、风格迥异的作品，可以视为六朝文学新变的一

个鲜活样本。谢灵运这一文学体式的创造有着内外两个支撑，与皇权优越相抗衡是其赋

体创新的现实动力，而自身才华又是其完成创新的根本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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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动，其中以左思的探索较为引人注目。探索之一

是突破时空维度的分类平叙，在情理态势中完成内

容布置。汉代体物大赋动辄包纳吞吐，在自然人事、

宫阙郊野之间分类敷陈。左思的创作没有彻底摆脱

这种安排，如《蜀都赋》即是依照蜀地前后东西中

的空间展开，但随后推出了一个总括性段落，道其

地广而肥、物产丰饶、户口繁盛。至此笔锋一转进

入宴饮、田游的场景。有了如此的富庶积累，有了

如此的和平生息，天府之国的百姓自然如在天堂，

如何可以不尽情享受？宴饮、田游的出现由此既顺

理成章又避免了顺叙的呆板。所以何焯评云：“此

段总言，已为下宴饮、田游张本，可见古人用笔之

紧炼。”［6］所谓“张本”，正是指左思的文字沿

循了情理的态势。探索之二是描写文字化板为活。

左思《吴都赋》铺写江水浩瀚，先有“于是乎长鲸

吞航，修鲵吐浪”，随之杂陈密布鱼鸟之名，继言

“鶢鶋避风，候雁造江”。孙鑛评云：“上段吞航

吐浪，此复入避风、造江，不全用鱼鸟名堆垛，觉

文势稍活波。”［7］虽然从个体审美角度他觉得“缘

觉渐近今”，语气之中对于这种背离了古拙的手段

略显不满，但另一方面也恰恰体察到了晋代大赋不

同以往的变化。以上变化只是左思在传统辞赋法度

之外的偶一为之，并未形成全篇创作的自觉。《山

居赋》则具备了总体性的用笔规划，繁简有安排，

简处有聚焦。

总体性的用笔规划。全赋紧紧围绕“山居”展

开，包括山居容身：北山修缮、招提卜筑、南山拓

展；山居养生：水陆动植、园田药蔬；山居养性：

法理谈义、诗文赏会。以上内容有着细密的结构规

划，是作者性命、情志如何资养、如何纾解的展开，

个体性、独到性感知替代了全知全能、按部就班的

舆图临摹。

繁简有安排，简处有聚焦。对比《山居赋》有

关北山南山的内容，明显发现二者分量相差悬殊。

北山在全文占有极大的篇幅，由近而远，由中央而

四面；由山而水，由旧墅而招提，林林总总。但南

山则十分简化，与北山在体量上极不相称。是作者

才情难以为继吗？答案是否定的，这种简略恰是作

者有意的安排。原因有二：其一，北山为祖上奠基

旧地，浓墨重彩是世家子弟礼敬先祖、缅怀往日荣

光的手段。南山为谢灵运开拓的卜居之地，岂敢与

勋业泽被四海的祖上分庭抗礼？不仅顺序上先北后

南，而且文字体量上也因此极为节制。其二，虽然

始宁墅规模庞大，但南北别墅相距无非数里，如此

一来，北山所描述的地理形势以及山水物类与南山

并无太大区分，从头到尾再过一遭也便徒增其繁。

有鉴于此，作者在对南山简洁刻画、对南北山交界

处略做补充之后，直接进入了南北二山的总结：

山匪砠而是岵，川有清而无浊。石傍林而

插岩，泉协涧而下谷。……浮泉飞流以写空，

沉波潜溢于洞穴。凡此皆异所而咸善，殊节而

俱悦。

本节文字开端有一个交代，意思是随后的内容为南

山北山的“山川涧石，州岸草木”，作者在总结以

上描述对象之际，自道“既标异于前章，亦列同于

后牍”，用其自注的话说就是“山川众美，亦不必

有，故总叙其最”——南北二山虽不能尽备天下山

川之美，但仍不乏赏心悦目之处，因此最后总结之

际相同者不忌重复，新异者另为标榜。从行文结构

来看，这样一段总结文字，其意义并不局限于南北

二山的收束，同时还充当着补写南山的作用。不仅

一箭双雕，而且相对于北山的反复陈说，已经表现

了高度的凝练。这就是繁中有简，而简处又有聚焦，

简处能见蕴结。

其二，就具体的物象摹写形式而言，《山居赋》

成功借鉴了抒情小赋的描写策略。全赋从头至尾基

本可以拆分为“北山赋”“招提赋”“南山赋”“闲

情赋”。具体文字时时脱开大赋铺物、隶事的格套，

代之以灵动的小赋表现手段，拟形容，象物宜，务

纤密，贵侧附，以逼真为追求，以情兴为契机。铺

排之中，有精雕细刻；白描之下，又见性灵文字。

如写北山湖中之美云：

濬潭涧而窈窕，除菰洲之纡徐。毖温泉于

春流，驰寒波而秋徂。风生浪于兰渚，日倒影

于椒途。飞渐榭于中沚，取水月之欢娱。旦延

阴而物清，夕栖芬而气敷。顾情交之永绝，觊

云客之暂如。

短短 88 字，时间上浓缩了四时、日夜、旦夕的

变 化， 空 间 上 笼 盖 了 涧 水、 园 田、 湖 泊、 洲、

渚、 沚 的 形 态， 又 有 自 然 物 色、 人 工 榭 亭 的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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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相 合； 使 用 了“ 濬 ”“ 除 ”“ 毖 ”“ 驰 ” 

“生”“倒”“飞”“取”“延”“栖”“顾”“觊”

等不下 12 个动词表现自然与主人的情态，其中多为

传统诗文所谓“响”字。自然无惊无猜而生机绽放，

主体无欲无求而踏幽寻芳。作者乍看并未现身，实

则又在潭涧、菰洲、春流、寒波、兰渚、椒途以及

榭亭边流连。正是这种介入，大赋之中僵硬排列的

自然物象由此被情兴融合，灵动而鲜活。而如此干

练的笔法，又是谢灵运面对湖中之美“但患言不尽意、

万不写一”（自注中语）之际创造的以少总多之术。

另如招提卜筑之际的一一经略、如与谈义高僧

一日千年相见恨晚的独到体验等，不仅体现了魏晋

小赋切物兴情的特征，而且借鉴了其山水诗切物取

象的笔法［8］。其中作者的山行水渡、往来经迈成

为全赋的串联红线，这种写法又显然有了征行赋的

踪影。

因此，从文体形制而言，《山居赋》综合了大

赋小赋的特征，可谓大赋之体、小赋之魂。而谢灵

运所采取的自注这种近乎自我包装的形式，又以其

与正文相辅相成的形式成就了独到的文本体式。

二 《山居赋》的审美视点转型

所谓审美视点就是审美主体建构物我关系的维

度。自两汉魏晋大赋至《山居赋》，都离不开自然

山水的踪迹，但其中的物我关系维度却各有不同，

大体经历了主体不在场、在场外、在场三种状态。“贞

观丘壑”视点的形成是在场身份获得的前提，也是

《山居赋》审美视点转型的核心体现，或者说山水

审美成为辞赋题材同样是以《山居赋》为标志的。

在谢灵运“贞观丘壑”视点诞生之前，两汉大

赋对于山水物象的书写可以用“悬拟”概括。所谓

“悬拟”主要是指山水物象并非写实，而是根据时

势、地势蝉联敷衍，无可以为有，少可以为多，在

此者可以在彼，异时者可以同域。如《上林赋》多

有不实之辞早为古人道破：“左仓梧，右西极，日

出东沼，入乎西陂”，数百里的上林苑能出没日月

于东西吗［9］？作品中的山水物色不乏意念中物，

与作者没有交流，缺乏人性人情的唤醒。如此假称

珍怪以为润色既是古人荡极而反讽谏体式的具体运

用，又强化了“悬拟”的不在场色彩。

两晋大赋开始有了写实趋向。左思为著《三都

赋》研思 10 年，但作者考名物、访旧臣、研史籍，

其所作所为更接近于舆地究察，所谓的“写实”依

然不是有关自然的切身经验，而是寻求描绘过程中

历史知识、地理知识、物类知识以及风俗民情知识

的无误，相对于山水物色，主体依然不在场。

经验性的书写在魏晋山、水赋中开始出现。曾

有学者根据《艺文类聚》“水部”“山部”统计，

谢灵运之前出现的有关水的辞赋约有 34 篇，诸如

曹丕《济川赋》、王粲《浮淮赋》、杨泉《五湖赋》、

木华《海赋》等；有关山的辞赋只有 6 篇，数量明

显较少，诸如张协《北邙山赋》、潘岳《登虎牢山

赋》、孙绰《游天台山赋》等。基本的姿态多为

“观”“望”［10］。其中孙绰的天台山之游最接近

山水赏游，但揣摩辞气，更似作者的心驰神往之作，

因此文中多为虚华的想象，恰少实历的逼真，而且

以赋山参玄，言在此而意在彼。涉水辞赋虽间有纪

行色彩，但人在其中心不在其中，笔在于水而意在

于隶事缀物。不多的山赋有着浓厚的登高兴怀、忧

念百集意味，诸如登北邙而悼人生危浅、登虎牢则

吟乡关何处，虽然不排除部分文人的高情远会，但

如此登行而赋，作者的情意显然也不在山水审美，

而在于托物言志；作者情兴的获得也并非出于自然

赏爱，而是经行偶得。如此的山水寄言，谢灵运一

概归之为“兴不由己”。他在《归涂赋序》中指出：

“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赋，或欣在观国，或怵在

斥徙，或述职邦邑，或羁役戎阵。事由于外，兴不

由己。”［11］ “观国”接近体国经野，就是治国经

邦，这里似有走马上任春风得意之意，它和贬谪迁

徙者、述职邦邑者、羁旅戎阵者对于自然山水的经

历皆是被动的。无论所获得的情怀是忧是喜，其情

怀发动的渊源仍在于这些外在因素，其中沾染着浓

郁的俗世牵累。作者山水面前如此的“兴不由己”，

对于山水审美而言虽非“不在场”却依然“在场外”。

《山居赋》实现了作者审美视点真正的“在场”，

谢灵运将这种视点命名为“贞观丘壑”。 “贞观丘壑”

根源于道家的玄览，谢灵运将其内化为审美心法。

无论“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12］的山水审美，

还是“研精静虑，贞观厥美”［13］的文艺审美，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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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遗忘人世俗情与物欲，回归安详宁静，就能感受

到物我之间的融会。“兴不由己”的书写由此转化

为“兴会由我”的感物而赋。作品中的“南山”“北

山”“二田”“三苑”“九泉”“五谷”尽皆征实。

作为观照对象，它是实历的经验对象；作为观照主

体，他是盘桓其中的动态主体。

“贞观丘壑”的审美视点落实于创作，促成了

大赋的“瘦身”。“贞观”本义在于恢复物我交流

的自然情态，其他建立在功利诉求之上的牵扯、增

饰由此淡化，“大”“重”“广”“尽”“通”等

审美理念也出现动摇。这种删繁就简不仅体现在《山

居赋》将体物大赋从扩张型的穷尽拉回到有限视域

的审视，而且还体现为谢灵运如下的省察：即使有

限视域，其包蕴同样繁复无量。于是能够鲜明体现

主体“在场”、体现“兴会由我”、以有限涵括无

限的文学表现手段在《山居赋》中出现了，这就是

审美意象的选择与审美情境的塑造。

审美意象选择。《山居赋》并非没有物类铺排，

但一则总量有了明显调控，二则在一定铺排中作者

又寻到了出离事象名物湮没的手段，审美意象的选

择就是其重要的探索。所谓审美意象，在文艺审美

之中往往与即事而赋、即景而书密切相关。如其中

描绘水中植物：“水草则萍藻蕴菼，雚蒲芹荪，蒹

菰 蘩，蕝荇菱莲。”此前大赋至此不是继续泼墨

就是重立名目。但谢灵运却独出心裁，推出一段前

人罕见的文字：

虽备物之偕美，独扶渠之华艳。播绿叶之

郁茂，含红敷之缤翻。怨清香之难留，矜盛容

之易阑。必充给而后搴，岂蕙草之空残。

作者不以穷搜为目的，而是在名物罗列中忽然兴发

自我青睐，概写一变而为扶渠的精描。可注意的是，

作者对“搴”字有一个自注，称其“出《离骚》”。

谢灵运的自注阐释意蕴为主，诠解文字者不多，标

明出处的更少。对比《离骚》相关段落：“纷吾既

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迟暮。”屈原虽凋伤而不废劲节高标的坚

守、日月其逝难以有为的感慨，与谢灵运以扶渠自

喻的寄托何其相似！其以屈原自比的微意也因之浮

出水面。扶渠由此成为一个与作者融为一体、为其

深情流连深自咏寄的意象。

审美情境的塑造。传统体物大赋每个单元的陈

述往往是独立内容的展开，不归统本单元类型的物

象基本不会考虑。但《山居赋》却已经有了如下描绘：

抗北顶以葺馆，瞰南峰以启轩。罗曾崖于

户里，列镜澜于窗前。因丹霞以赪楣，附碧云

以翠椽。

文中描绘的是新修别墅的景象：立于山顶，面向群

峰，门户之中罗布曾崖，轩窗之前如纳镜澜。如此

景象不是一般的写实，已经有了意象互动的趋势，

通过这种此前罕见的意象组合，将远与近、动与静

镶嵌一处。而随后一句则更具有开拓性，以远天播

撒的丹霞漆染房楣，引山间萦绕的碧云妆点椽檩，

将虚与实融合于一体。这种景象实为特定时段呈现

的特定情景，作者为其陶醉，将其提炼为“文眼”，

暂时的情景被永久化、经典化，审美情境由此诞生。

总而言之，《山居赋》继承体物大赋对场景描

绘的注重，借鉴征行赋与魏晋抒情小赋动态之中的

情志抒发，实现了审美视角由不在场、在场外到在

场的转型，名物罗列鳞次栉比的转型为意象、情境

的摄取与塑造，以意为赋转型为作者自注中所谓的

“感物致赋”，而且这种“感物”又是对于自然山

水兴由己发的主动投入。

三 《山居赋》呈现的文学思想转型

《山居赋》所呈现的核心文学思想就是“托之

有赏”观与“会性通神”观，具有鲜明的转型开拓

意义。

（一）“托之有赏”观。《山居赋序》云：“意

实言表，而书不尽。遗迹索意，托之有赏。”这一

理念的基本前提是玄学的“言不尽意”。它是自然

物色的清晰与主体观照的朦胧、具体审美感受的丰

富与语言表达的局限等矛盾的切实表达。谢灵运深

感语言无力，但他并没有妥协，而是从以下三个方

面努力探索表现之路：

首先，将细微敏锐的观察与感受不厌其烦地形

之于创新文字，发挥文字最大程度的显意功能，他

的诗歌、大赋都体现了这种刻苦琢炼的追求。

其次，他山水诗中的玄言语句“未尝不可视为

作者企图传达其审美感受的一种努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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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寄希望于读者——“托之有赏”。

这段话的背景是这样的，谢灵运自谦《山居赋》

达不到“丽”的标准，却深有寄托，因此敬告读者：

“废张左之艳辞，寻台皓之深意，去饰求素，傥值

其心耳。”其所谓“台皓之深意”凭借文辞难以理解，

需要读者与作者情趣心灵的遇合：“傥值其心”。

因而希望读者根据作品提供的迹象，去寻觅主体当

于山水之际的微妙意趣。抓住这种意趣，山水之神

即可显形，而隐形山水身后、对山水有着如此痴情

的高士之心也便跃然纸上。

如此寄“有”达“无”寻求真意的过程就是“托

之有赏”。“赏”是魏晋六朝的流行审美范畴，北

朝《刘子》一书专门设有《正赏》篇，并概括其大

旨为：“赏者所以辨情也，评者所以绳理也。赏而

不正，则情乱于实；评而不均，则理失其真。”［15］

赏与评同为价值评判，但评偏于理，赏重于情的感

受，赏可以视为情感与理性一体的知性活动，它表

现为主体与审美对象在情感上的契合、沟通以及主

客界限的消弭。谢灵运对“赏”有着热切的呼唤：

“情用赏为美”“永绝赏心望”“赏心不可忘”“如

何离赏心”等深情流连，皆出自这位高傲的贵族之

口［16］。“托之有赏”的转型意义有两点：

其一，它是文学知音论的发端。言不可尽意，

期待明达君子不落言筌而领会作品真意，谢灵运通

过“托之有赏”已将言意之辨这一清谈命题转化为

了文学命题，并且开启了文学知音论的先河。文学

知音论系统的总结完成于《文心雕龙·知音》，在

刘勰之前，曹植曾论“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

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17］。葛洪《抱

朴子外篇》于《尚博》《百家》《广譬》三篇连续

提到“偏嗜酸咸者”“偏嗜酸甜者”“观听殊好，

爱憎难同”，并已得出“偏嗜酸甜者，莫能赏其味”

的结论［18］，提出了超越审美偏见的问题，这与刘

勰的“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19］、江淹的“通

方广恕，好远兼爱”［20］等论，显然已成同调。而

在刘勰、江淹之前，曹植之论侧重于批评的资格；

葛洪反复其言致力于审美偏嗜的批判。谢灵运“托

之有赏”论则实现了以上理论的升华，他将讨论的

重点明确聚焦于会心赏爱之人。古代文艺知音论由

此已经呼之欲出。

其二，它是虚灵境界敞开手段的理论探索。艺

术之中难尽、不尽的虚灵之美就是魏晋清谈家共同

宗仰的得意忘言境界，谢安谓之“雅人深致”［21］、

范晔自道“事外远致”［22］。如何发现这一境界？“托

之有赏”是一个重要的实践策略。表面看来，寄希

望于读者是艺术表达手段缺失的无奈之举，但从文

学作为“作者－读者”互动体系的事实考察，谢灵

运实际上将文学认知的空间大大拓展了。从《诗大

序》至《三都赋序》，其间诗歌、辞赋理论集中于

作品对于读者的教诫：非敦厚人伦、美化风俗，即

“纽之王教，本乎劝诫”［23］，间或论及作者创作

的主观动力、读者受到的艺术感染，但总体来说，

读者都以一种被动姿态出现。谢灵运的“托之有赏”

论则实现了跨越，读者不仅仅是被教化、被感动的

对象，更是艺术境界旨趣建设的参与者。

值得注意的是，《山居赋》序言首倡“托之有

赏”，全赋结尾又云“权近虑以停笔，抑浅知而绝

简”，自注“停笔绝简”为“不复多云，冀夫赏音

悟夫此旨”，依然回到待赏。首尾相接，心思相继，

足见其孤独寂寞与对知音的期盼。钱锺书先生以为

“复重序语，何多云而不惮烦欤”［24］？实则未解

其弦外苦心。

（二）“会性通神”观。《山居赋》在结尾道

及性情所托之际写下了以下一段文字：

伊昔龄龀，实爱斯文。援纸握管，会性通

神。……研精静虑，贞观厥美。怀秋成章，含

笑奏理。

本段文字谢灵运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文学作为一种

寄情范式，“会性通神”就是其意义与价值所在。

所谓“会性通神”，就是指创作及其相应的题材抉

择、手段运用、体式遴选等与自我的情性协调，从

而使作者和顺调适，情志无所滞碍。如此精神澡雪

自然发端于道家的养生、逍遥诸论。魏晋之交，嵇

康《琴赋序》通过颂扬琴德将这种理念楔入了艺术

思想：“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

者，莫近于音声也。”［25］谢灵运将其中“导养神

气，宣和情志”提炼为“会性通神”，在直接将其

纳入辞赋审美之余，又赋予这一理念独到的解释：

它“自求诸己”，可以自足，不假于人；它可“怀

秋成章，含笑奏理”，既以感兴为创作的起点，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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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实现喜悦与哀愁的发散；还可以“尽暇日之适，

以永终朝”（自注语），消遣闲暇，丰厚生命，使

得时光在如此充实之中绵延而有意义。

这一思想可视为与传统的儒家文学思想观念决

裂的宣言。它与文体、审美视点上突破前人格局的

创作实践呼应，又具体呈现于创作所包罗的情感、

反映的趣味与书写对象的选择。其遣发兴致的手段

与所欲遣发的兴致和谐统一，自由自在又大气磅礴，

并在与传统创作观念的对比之中彰显出转型意义。

其一，不务苦累，创作本于兴会。两汉文人论

及大赋写作有一段关于扬雄的著名事典，见于桓谭

《新论》：“每上甘泉，诏令作赋，为之卒暴，思

精苦，赋成，遂困倦小卧。梦其五藏出在地，以手

收而内之，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而桓

谭自己也有“用精思太剧，而立感动发病”的创作

经历［26］。不止辞赋，诗文也是如此，《文心雕龙·养

气》就记载了“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

困神”［27］。文赋创作钻砺过分、神疲气衰现象的

反思对于魏晋抒情小赋的出现产生了直接影响，其

触发多由感兴，一改昔日因思而赋的困苦。但体物

大赋并未有大的改观，以洛城纸贵的《三都赋》为

例，左思为竟其事，先寻故老以访岷邛之事，又求

为秘书郎以广闻见，其言“必经典要”，其势“禀

之图籍”［28］，事同史志，也近乎学术的苦吟，以

致十年才毕其功。大赋疏离心力交瘁的以思为赋同

样是以《山居赋》为标志的。

《山居赋》文体风格清通，隶事属字渐趋简要。

全赋紧紧围绕作者的性情兴致与人生理想展开，感

物致赋，时时在经行葺筑之中挥洒出主体神采。比

如对于招提的经略：

爰初经略，杖策孤征。入涧水涉，登岭

山行。……对百年之高木，纳万代之芬芳。

抱终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长。

经营之初，尽凭热心与憧憬，备尝艰辛而甘之若饴。

古人筑斋多有卜筮，以祈求神灵佑助，但谢灵运率

意而自信，心之所安即可栖托，何用卜筮？一旦讲

室完备，高僧大德相继游憩，晤言清谈，“虽一日

以千载，犹恨相遇之不早”。其所书写的均为个人

视角之中的当下情志，是幽人雅士的寄托，其间洋

溢着由衷的欢慰，处处透露着作者欣有所托的释怀。

这实则已是《文心雕龙·物色》“入兴贵闲”创作

思想的践行。

其二，不论功用，以合性分为指归。先秦论诗

归于教化；两汉大赋承担着若隐若显的讽谏使命，

义尚光大；汉魏之际曹丕依然视文章为经国大业。

本赋之中，谢灵运对于诗赋文章所谓社会功用自始

至终只字未提，却以“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为题材，

通过其审美视点的在场、通过审美意象的择定、审

美情境的塑造，将山水审美、物我一体的境界在辞

赋中实现了历史性的界定。而如此选择正源自谢灵

运对于性分的申张。这一文学理念在《山居赋》中

有着密集的表达，或云顺性情，诸如“抱疾就闲，

顺从性情”“俯性情之所便”“顺性靡违”。或云

得适或适分，诸如“得寒暑之适”“恒得清和以为

适”“寻虑文咏，以尽暇日之适”。所谓适分或顺性，

既指养生之具完备之后的情志安顿——“法音晨

听，放生夕归，研书赏理，敷文奏怀”，又指向

山水赏爱，谢灵运曾将衣食与山水相提并论：“衣

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29］性分

既耽溺于此，则创作便超越功用、超越功利寄托于

此，《山居赋》对于山水自然的审视由此聚焦于虚

灵层面的“趣”“美”，诸如“呈美表趣”“细趣

密玩”；而学者们也早已关注到赋中所谓“江山之

美”“湖水之美”等涉及“美”字的赞语就达 17

处之多［30］。性分既合，则神气无违。

谢灵运“会性通神”的思想在文学理论史上有

着重要贡献，如果细细研读刘勰创作应当“率志委

和”“理融而情畅”“弄闲于才锋”的理论，寻味

其创作应当“适分胸臆”而“非牵课才外”的规劝，

其与谢灵运思想的契合衔接之处昭然可见［31］。

四 皇权对抗：《山居赋》转型的
动力辨析

学界早已注意到，南朝刘宋时期无论诗文辞赋

都有一些渐变的迹象，其中江南山水以及魏晋玄学

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山居赋》也概莫能外。除了

以上外因，影响文体主要的内因在于作家的天才。

天才即是禀性，沉潜为虚灵的心智结构系统，在与

后天人事的融合之中形成具体的文学才能。谢灵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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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佛理，擅长书法，兼以曾修《晋书》，可谓经

史子集无所不能的通才，这其中又以文才最为卓出，

诸如“才高为盛”“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富

艳难踪”等等［32］，皆为六朝理论界的定评，这是

诗歌之中“谢灵运体”产生的主要依据［33］。而《山

居赋》更是从不同维度体现了谢灵运的灵思与妙笔：

其意象择取、情境塑造使人宛然如睹、悠然有

怀，古人命此功夫为善“比”，“比者，定物之情

状也，则必谓之才”［34］。

其繁中有简、简中有眼且繁简得当，如此胸中

丘壑本是文思裁布的结晶，而文思裁布就是才的显

形：“才者，裁也，以其能裁成万物而辅天地之所

不及也。”［35］

其涵摄江山于尺幅，笼括岁时于方寸，繁品密

类、千头万绪班班可考，历历可见，如此“一见而

了了于目，一入目而了了于心，一会心而了了于笔，

在诗谓之真诗，在文谓之真文。此之谓达，此之谓

才。”［36］

其文体上承体物大赋、抒情小赋，见其兼能；

撷取大赋之体、小赋之魂，成就独至之巧；兼以充

满互文意味的自注，如此文体的创造同样彰显了谢

灵运的文才，因为“能变一代之体者，必擅一代之

才”［37］。

如此灵思与妙笔，正是谢灵运兴多才高的具体

呈现。不过对于《山居赋》而言，以上山水地理、

玄学思潮、文才禀赋汇聚而成的只是一种转型势能，

而激发如此势能成就新变的动力则在于谢灵运与皇

权对抗的初衷。谢灵运的皇权对抗与朝代更迭、政

治理念均没有太大关系，它是怀才不遇或者政治资

源分配不均的直接产物。

谢灵运并非淡泊名利的高士。刘裕北伐之际他

已经入职，并曾奉旨劳军，途中写下了著名的《撰

征赋》，其中不乏有为胸怀与对当局的歌颂。刘裕

建宋之后，历任太子左卫率、永嘉太守、秘书监、

侍中、临川内史。虽然其间或免官或称疾去职或讽

令自解，但多数时间仍浮沉于宦海［38］。如此热衷

却又满腔郁愤甚至最终发展为消极不合作式的对

抗，其原因何在？其一，世家大族的辉煌不再。王

谢家族的势焰在东晋不可一世，但刘宋将谢灵运由

公爵降为侯爵，食邑由二千户减为五百户。本来南

朝高门大族，若非过于平庸，依仗门户，即可以“安

流平进”［39］。但谢灵运高官厚禄之梦戛然终止于

晋宋易代。新朝肇始，本来仍有攀附以求飞腾的夙

愿，却每每难以遂意。这种仕途窘迫更加深了他对

祖上荣光的缅怀，《山居赋》所云“家传以申世模”

正是这种家声追忆的体现；而如此的缅怀又从反面

强化了后世子孙处境的颓废。其二，惊世骇俗的文

才被排除在实才之外。谢灵运天赋惊人，诗歌新作

一出每每耸动京师，因此《诗品》处之以上品，《宋

书》在谢灵运传后通论文学。但刘宋高祖之际，“朝

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所谓“应实”，

即指应对实际事务的才能。刘宋太祖之际，虽“日

夕引见，赏誉甚厚”，仍然“唯以文义见接，每侍

上宴，谈赏而已”。而谢灵运恰恰是“自谓才能宜

参权要”。一旦昔日名位皆不如己者纷纷后来居上，

其心中的“愤愤”与“不平”便奔涌而出了。

于是我们在《宋书》中看到的便是谢灵运的如

下作为：在朝为官或“称疾不朝”“穿池植援”，

而“驱课公役，无复期度”，或出郭游行经旬不归，

“既无表闻，又不请急”；出守永嘉则“肆意遨游，

遍历诸县，动愈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以

疾东归依然“游娱宴集，以夜为昼”；免官归于始

宁，在穿筑修葺占山占湖之外，尚有“自始宁南山

伐木开道，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而临海太守以

为山贼的壮游。凡此种种，当然体现了谢灵运山水

之爱深入骨髓，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多体察到的是

他那颗躁动不定的心灵。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合作式

的抗争。如此背景之下，回归旧乡山居自然不是躲

避，而是其相应抗争的组成部分。

但谢灵运的抗争显然有其不同以往的特征。同

为怀才不遇，此前的文人感慨时、命，自怨自艾，

他们渴望着当权者的良心发现、改弦更张，但从不

敢质疑这种尘埋漠视的合理性，更不敢考虑调整自

我价值的认定尺度。而谢灵运选择的恰恰是改变自

己。这里所谓改变不仅仅指他采取了山居这种“穷

则独善其身”的方式，更指向对于自己“文人”这

一身份价值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价值判断

的改变可以视为“文人”的“自觉”。

其一，谢灵运不认同长于文才便短于为政。刘

宋两代皇帝皆以文义赏识而未“以应实相许”，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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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坚信自己为世颂扬的文才与其“才能宜参权

要”没有矛盾。平心而论，文才与治才的确不同，

是否有其偏长取决于各自禀赋，不过兼善虽然较难，

但二者未必相妨，尤其没有相应实践的检验即断定

“应实”非其所长，其中又实有偏见。谢灵运的逻

辑虽不排除误读，但这一切恰恰体现了他对文才价

值的肯定。

其二，面对超群文才被倡优蓄之的地位，谢灵

运表现出对于文才以及自己文人身份的珍爱。这首

先表现为不与俗吏为伍而以文人为贤。先是“乌衣

之游”［40］，后有“文章四友”，四友之中对谢惠连、

何长瑜又赏爱有加。他曾当面批评谢方明不能珍惜

才人：“阿连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儿遇之；何长瑜

当今仲宣，而饴以下客之食。”由于爱慕才华，他

甚至向谢方明直接索人：“尊既不能礼贤，宜以长

瑜还灵运”，随后“载之而去”。以文人为“贤”，

此前罕见，如果联系在永嘉梦惠连而得“池塘生春

草”的佳句，我们就不能不感慨统治者并不认可的

文才在谢灵运心中是何等尊贵！其次表现为以文人

身份傲视朝廷大吏。如会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恳，却

为灵运所轻视，曾经毫不客气地贬损对方：“得道

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

后。”虽然讥讽刻薄致使对方怀恨在心，但以具备

慧业而敢于顾盼自雄正体现了文人的自尊。历史上

文学侍从之臣蓄若倡优的反省自汉代就有，但也仅

仅流于牢骚。只有到了谢灵运才从于心不甘迈向了

对抗——寻觅属于“文人”的、不被皇权收编、不

进入官僚体制的自我对等价值及其实现方式。如此

“文人”身价的确立本身就包含了与主流甚至权威

理念的对抗，而《山居赋》中这种价值理念对抗还

有更为集中的体现。

《山居赋》要表达的核心理念是“道可重”“物

为轻”。此处的道不是什么儒家之道，而是生命获

得幸福、心灵获得安宁的自然之道；物则指向现实

功利等诸般欲望。道物关系因此就是他所谓“判身

名之有辨，权荣素其无留”的“身名”关系或“荣

素”关系。他所列举的“迈深心于鼎湖，送高情于

汾阳”的圣帝，“嘉陶朱之鼓棹，乃语种以免忧”

的名臣，皆能够不留心荣素而了悟身名关系，因此

可以不迷恋红尘富贵，不驰逐名利之场。避免李斯

“牵犬之路既寡”、陆机“听鹤之途何由”悲剧的

关键就是重道轻物、归于自然。

重道轻物，则重生爱生养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

人生信条，山居也因此可以视为与道家无为、儒家

独善不尽相同的一种具有对抗性的价值取向。谢

灵运如此选择并不是遵循了圣人的规训，而是意识

到其具有对抗的基础甚至隐喻，“言心也，黄屋不

殊于汾阳。即事也，山居良有异乎市廛”便包含了

如此意味——就其事而言，山居不同于繁华都市，

但论心灵感受，帝王之居与隐者之室又有什么区别

呢？作品中的“俯性情之所便”“适性”“自娱”“自

得”等心灵境界由此而诞生。如此境界，凭依眼前

俯仰可见的清风明月与高山流水可得、凭依知音谈

义与经典吟诵可得、凭依满腹文才援纸握管同样可

得，不仅以上闲情不假外求，即使作为如此闲情保

障的五谷肴馔、桑麻药蔬也尽皆“不待外求”。在

这个自然王国里，可以俯仰，可以纵怀，可以控驭，

不再摧眉折腰，无需恬颜乞怜，自己就是君王，凡

“幸多瑕日”即可“自求诸己”；只需“研精静虑”

就能够“贞观厥美”。如此自我做主的诉求无疑源

自对皇权的对抗，又因其同质特征而成为皇权在自

然之中的拟象。价值理念的对抗最终在作品的题材

选择与文体风格创造上皆有呈现。

题材选择。传统的体物大赋多与权势名位相

关，因此包举周遍，金碧辉煌。而《山居赋》则

明确宣称“今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

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并将这种

选择名之曰“心放俗外”。所谓“俗外”其本义

无非就是“大雅”，因此这种题材选择之中自然

形成了意在贬抑势位的雅俗分辨。

文体风格。既然身份对抗、价值理念对抗、人

生取向对抗、题材对抗，那么具体的文学寄情体式

也必然需要与之匹配。这不是一般意义的文质统一

或思想形式统一，通过不同于以往御用辞赋的文体

选择，谢灵运所要表达的是他与皇权分道扬镳的傲

气。于是正文与自注相融、韵文与散文相融的《山

居赋》诞生了，这种借鉴了佛经言说特征的文体在

此前的辞赋之中绝无仅有。而谢灵运对本赋“去饰

取素”风格的标榜则有着同样的用心。文中他自称

推崇扬雄所确立的“诗人之赋丽以则”，主张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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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兼备“则、丽”。但随之又谦称“才乏昔人”，

欲求其“丽”而“邈以远矣”。以谢灵运的恃才傲

物，所谓才不如人之说实不足信，这只是他别开一

格的托辞。以“素”替代“丽”，并讽示读者“废

张左之艳辞”方可得其真意，表达的就是对“丽”

的弃置，因为“丽”所依附的传统大赋处处与权势

名位盘根错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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