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地重来”和“沉思前事”
——周邦彦词的重叠性结构
李
内容提要

俊

在古代诗词的抒情传统中，作者常常会将记忆中的过去携带到当下的情

节中来，于是，过去和当下围绕某个特殊的环节重叠起来了。周邦彦继承柳永词开创的
铺叙传统，围绕“故地重来”和“沉思前事”两个重要情节，加强、创新了这种重叠性
的时间结构。他常常将两段或数段故事情节打乱后交错在一起，利用灵活的虚词和时间
副词来勾连人物景物，形成一种今昔渗透的效果，其中包含情节却不拘于情节，反映出
他对人生况味的深刻体验和抒情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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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两段，过去成为永远不可溯及的记忆，而当下成为
没有归宿的漂浮物，人生的破碎感和破灭感就有可
能洞穿整个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周邦彦词的复

在周邦彦之前，最善写长调慢词的是柳永。

杂铺叙其实是一种时间性的重叠结构。他常常围绕

从柳词开始，慢词确立了按照单一的时间线索叙

着某个特定的地域，叙述一段“故地重游”的故事，

述词中人悲欢离合、羁旅穷愁的创作方式。周邦

或者围绕着某个特定的时间点，叙述一段“沉思前

彦的慢词创作继承了柳永的蹊径，并将铺叙的方

事”的情节。这就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想象为反复循

式进一步复杂化、多样化，故事情节也因此在今

环的过程，不断走向回路的过程，反复循环的回路

昔之间辗转跳掷，前后交错，周济将其誉为“愈

围绕某个特定的时间或地点重叠起来，形成了一种

勾勒愈浑厚”［1］，袁行霈先生将周词与柳词进行

特殊的书写方式。眼前事和往事套印在一起，在对

对比，称后者为“线性的结构”，前者喻为“环

比中见出今昔之间的隔绝性，从而强化了“往事不

形的结构”

［2］

。这些说法都抓住了周词在铺叙方

面的鲜明特征及其达到的新境界。

堪回首”、“往事不可重现”的人生悲剧。
当然，读者完全可以按照时间的连续性去分

其实，周词将不同时间的故事情节相互穿插的

析作品中的故事结构，梳理其中的叙述脉络，自

写法，不仅是一种艺术手法的新变，而且揭示了生

然也就会发现柳词的叙述近似于平滑的直线，清

命作为一种时间性的存在过程所包含的艺术规律。

真词的叙述近似于环绕的曲线，甚至表现出小说

生命虽然表现为一个时间性的过程，但当事人常常

的性质。吴世昌先生说：“近代短篇小说作法，

会将记忆中的过去携带到当下的情节中来，过去会

大抵先叙目前情事，次追述过去，求与现在上下

参与对当下的感知，于是，过去就和当下在某个特

衔接，然后承接当下情事，继叙尔后发展。欧美

殊的情节中重叠起来了。重叠使过去和当下紧密地

大家作品殆无不受此义例。清真当九百年前已能

靠在一起，当事人由此顿悟到过去和当下之间既有

运用自如。”［3］江弱水先生将其称为“戏剧化、

一种形式上的连续，又有一种本质性的隔绝。于是，

小说化的写法”，“是现代性的一种体现”［4］。

在这个瞬间，当事人的生命就被切分为过去和当下

但是，对叙事性和叙述结构的强调都遵循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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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即它们实际上都把时间理解为线性结构。

象在古代诗词中有极为精彩的表现，而周邦彦是

读者按照这种线性时间结构建立起一套解析规则

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去梳理清真词内在情节的连续性，就会对其中的
叙事色彩特别感兴趣，于是，这就在不经意间解

一

时间意识与重叠性结构的渊源

构了清真词的重叠结构，而将清真词的抒情性看
成了叙事的副产品。实际上，周邦彦的词虽然包

重叠性结构是时间意识的一种艺术反映，与诗歌

含着情节，但又不拘于情节，他常常是打破情节

的抒情功能有内在的契合度。当诗人在表现今昔之变这

的连续性，再将其重叠交错，形成一种混杂的记

一主题时，为了凸显今昔之间的反差，就会有意识地

忆图案。这些图案虽然带着时间的标记，但当它

将昔日与今日联系起来，因为诗歌篇幅短小有限，不

们作为人生的剩余物堆积在当事人心灵深处的时

能展开详细的叙述过程，他只能选取具体的两段情节

候，便相互缠绕、粘连在一起，寄托着作者对人

相互对应，这就逐渐创造出一种今昔重叠的结构方式。

生空虚的叹惋。

如果今昔之间缺乏变化或者没有发生诗人渴望

叙事的基础是时间的连续性。然而，问题在于，
［5］

发生的变化，诗人的生命便会出现一种停滞感、困

。时间是

顿感。为了表现生命的停滞感、困顿感，诗人便会

世界变化的一种表现方式，从量变的意义上看，时

强调今昔之间的“重合性”。比如庾信滞留北方不

间是连续的，在质变的意义上看，时间是非连续的。

能南归，所以他在《拟咏怀》一诗中有“残月如初

因为量变表现为一段持续性的积累过程，而质变则

月，新秋似旧秋”的句子。杜甫滞留夔州不能北归，

表现为持续性的中断及中断后的再现，这就是时间

所以他在《秋兴》组诗中写下了“丛菊两开他日泪，

的重叠现象。举例来说，从时间的量变来看，昨天

孤舟一系故园心”的句子，今日与他日，今秋与去

变为今天是一分一秒积累过来的，但昨天和今天是

秋，菊花两度开放，眼泪两度流淌，两次重叠，两

完全分开的两段时光，似乎是今天覆盖在昨天之上。

次反复，同一种悲情，双倍的悲痛。罗隐的《偶题

人常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其中的“复”

（一题作嘲钟陵妓云英）》云：“钟陵醉别十余春，

字就指明了时光是以某个特定的时段为单元反复重

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

叠而积累起来的。我们可以把每天想象为一张白纸，

人。”此诗虽有嘲谑之味，但诗人通过前后两度经

一年便是 365 张白纸堆成一叠，无限的时间维度就是

过钟陵与歌妓云英相逢的故事，将两人停滞的命运

无限多的纸张堆叠在一起。每天的经历和故事都可以

相互对映，表现了唐代末世普遍的人生困顿。有的

被描画在白纸上成为一段含有情节的图案，当这些画

诗人还透过时间反复重叠的表象察觉到生命虚无，

有图案的纸张堆叠起来的时候，纸张上的图案便重叠

元稹《岁日》云：“一日今年始，一年前事空。凄

起来，于是，人们会发现昨天的图案和今天的图案有

凉百年事，应与一年同。”［6］ 诗人认为时间随着

很多重合之处，但又有一些无法完全重合的细节，产

年光周而复始的变化不断走向消亡，人的生命也将

生了一种“错位”现象。这个“错位”就是人的生活

由此幻化成空。而另一些诗人则感到时光在一种规

方式在时间之流的推动之下发生的变易。

律性的重复中显得单调而漫长，因此人们需要通过

时间未必是一种具有连续性的线性结构

诗词的重叠结构，便是对时间非连续性的艺

自己的努力调节心境的寂寞和惆怅，晏殊那首脍炙

术显现，它通过一种心理能力将过去与现在联系

人口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便是

起来，但拒绝承认过去和现在可以相互通达。汉

抒发了这种情怀。晏殊在词中把“今年”和“去年”

语 在 语 法 上 没 有 时 态 形 式， 但 有 丰 富 的 时 间 副

联系在一起，人在“今年”，心里想着“去年”，

词，有表示指向以前和以后的心理活动的动词，

通过“去年”带给“今年”一番时光的感慨，通过

也有一些具有时间性关系的频度词，如又、重、

“今年”唤起记忆中的“去年”光景。以“去年”

再等，这些语汇经过作者巧妙调配，会准确把握

为背景，描写“今年”的色彩，而把“今年”投射

今昔之间的时间性关联和重叠性的关系。这种现

到时光的流波中去，恍惚看到“去年”的影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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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今年”和“去年”就这样重重叠叠，光影斑

个故事由两幕构成，前一幕发生在“去年”，作者

驳，汇入到时间的河流中去。饮一杯酒，写一首词，

与“人面”相遇于春风桃花之中，后一幕发生在今年，

便是他在时间之旅中“徘徊”时暂时留下的脚印。

作者故地重来，但“人面”已去，往事已不可寻觅。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词”是“新”的，然而，

刘学锴先生说：“尽管这首诗有某种情节性，有富

这个“新”仅仅是暂时的。

于传奇色彩的‘本事’，甚至带有戏剧性，但它并

诗人更愿意通过重叠性的时间结构突现往事与

不是一首微型叙事诗，而是一首抒情诗……‘寻春

现实之间不重合的部分，强化境遇变迁所导致的人

艳遇’和‘重寻不遇’是可以写成叙事诗的，作者

生错位，感慨生命随着往事消亡的幻灭感，及其在

没有这样写，正说明唐人习惯以抒情诗人的眼光、

现实中失落的悲剧感。比如杜甫的《至日遣兴奉寄

感情来感受生活中的情事。”［9］ 这是一个很有启

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其一：“去岁兹晨捧御

发性的论断。诗人其实把前一幕和后一幕重叠在一

床，五更三点入鹓行。欲知趋走伤心地，正想氤氲

起来写的，前一幕作为记忆，是后一幕的背景，而

满眼香。无路从容陪语笑，有时颠倒着衣裳。何人

后一幕作为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激活了前一幕的

［7］

诗作于乾元

记忆。“今日”是时间，“此门”是空间，这两个

元年冬至日，时杜甫出为华州参军。诗人从今年“至

词语是关于当前性的“指示性结构”，但“去年”

日”忆及去年今日在朝中的情景，又从去年今日的

一词引出了一段记忆，当诗中人将这段记忆引向当

往事反观今日华州贬官的情景，“趋走伤心地”是

下并将其作为一种参照参与对当下的感知时，他便

今年至日之事，“氤氲满眼香”是去岁兹辰事，这

发现了当下的缺陷，即“人面不知何处去”。“前

样往复照映，今昔叠加，表现出杜甫贬官后的沉沦

一幕”与“后一幕”重叠起来了，“桃花依旧笑春

感。又如杜甫在夔州时所作《立春》诗云：“春日

风”中的“依旧”二字是重叠的明显痕迹，由此衬

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全盛时。盘出高门行白玉，

托出“人面”的缺位，而“人面”的缺位使得前一

菜传纤手送青丝。巫峡寒江那对眼，杜陵远客不胜

幕和后一幕之间的差异彻底不可弥合［10］。这首诗

悲。此身未知归定处，呼儿觅纸一题诗。”［8］ 唐

所抒发的感慨，不仅是前一幕到后一幕之间的人事

人以立春为节日，在此日食用生菜调制的春盘，诗

变化，而更重要的是，前一幕和后一幕之间的差异

人漂泊夔州，其地未必有此风俗，故而触动诗人的

在时间性上是无法消除的。美好的东西都是短暂的，

怀抱。此诗涉及三个立春，一是本年夔州的立春，

而且必将陷落在时间之流中，根本无法溯及，这种

即五六句所写；二是往日“两京全盛时”的立春，

幻灭感才是生命最大的悲剧感。

却忆穷愁日，日日愁随一线长。”

是诗人忽然忆及的往事，即三四句所写。这两种不

同样，
宋人的
《生查子·元夕》
也是一种重叠结构。

同的立春景象在诗中叠加起来，放大了今昔之异，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

强化了盛衰之感。第七句推及将来，暗含第三个立

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

春，即来年的立春。诗人不知待到来年，自己是仍

泪湿春衫袖。”很明显，这首词是比较清晰的叙事体，

在夔州按照此地的风俗过立春佳节，还是已经返回

利用了词的可以分为上下阕的结构特点，上阕写“去

故园按照两京的风俗过节。往昔与今时，去年与今

年元夜”，下阕写“今年元夜”，从词牌音乐的形

年，今日与来日，不同时间形态中的情节，通过一

式来看，上下阕是重叠的，从内容来看，“去年”

个具体的节日联系起来组成重叠性的结构。

和“今年”是重叠的，形成了一种自然的配合和转

杜甫用这种写作方式表现家国巨变和人生沧

换。“元夜”在这里是一个重叠性的时间点，围绕

桑，而另一些诗人则用这种方式表现男女之情的悲

这个固定的时间点，“去年”和“今年”的情节就

欢离合。如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一诗云：“去年

像两幅图案一样叠加在一起，两幅图案相互重合的

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

部分是明月和灯火，所以他说“月与灯依旧”，“依

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其中就蕴含着重叠结构。据

旧”二字就是重叠的效应。两幅图案中错位的部分

孟棨的《本事诗》记载，诗中隐括了一个故事。这

是人，所以他说“不见去年人”。从“去年”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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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是一个线性的变化过程，而是两段隔绝的情

的索寞之感。“楼前疏柳，柳外无穷路。翠色四天

节。在这里，时间的断裂感象征着不可抗拒的命运，

垂，数峰青，高城阔处。江湖病眼，偏向此山明，

作者对爱情的叹惋包含着对生命的无奈。同样的重

愁无语，空凝伫，两两昏鸦去。

叠现象还可以以薛昭蕴的《浣溪沙·粉上依稀有泪

如花雨，十载却归来，倦追寻，酒旗戏鼓。今宵幸

痕》一首为例，
“粉上依稀有泪痕，郡庭花落欲黄昏，
远情深恨与谁论。记得去年寒食日，延秋门外卓金
［11］

轮。日斜人散暗销魂。”

细味词意，这首作品写

平康巷陌，往事

有，人似月婵娟，霞袖举。杯深注，一曲黄金缕。”
［13］

在外游宦了“十载”，看惯了江湖风烟，“病眼”

二字，便有万千憔悴之意。然而，当他重回京华，

的是两个寒食节。萧涤非先生说：“此词结构殊奇特。

再一次行走在“平康巷陌”，看着“楼前柳色，柳

首句破空而来，直追过去……第二句花落，方是写现

外无穷路”，不禁“病眼”为之一“明”。楼还是

在，盖不觉又当寒食时候矣。第三句绾合，略作一勒，

往日的楼，柳还是往日的柳，一切都那么熟悉，那

［12］

过片即以‘记得’二字领起，纯写过去，更不回顾。”

其实，下片的末句“日斜人散暗销魂”，也是绾合之
笔，暗中牵引着“去年”和“今年”的关联。
总之，诗词作品的重叠结构表现了一种时间印

么亲切，然而往事已经不可寻觅。
“京华”不仅是一个空间意义上的原点，在周
邦彦的人生经历中，京华又是一个时间性的参照，
当他结束京外的漂泊，再次回到京华时，他可以回

象，往事在时间中成为过去，但通过记忆来到当下。

到这个空间的原点，但永远无法回到时间上的“当

记忆是通过情节主体携带到当下的，反过来，情节

时”。恰恰是“前度刘郎重到”的时候，他才发现

主体的生命活动也就被分割在过去和当下两个不同

“昔日”的美好时光已经离开了他。同一个自己，

的时间段中，由于过去和当下永远隔绝，情节主体

同一个“京华”，在“今”与“昔”之间对比时，

感受到生命的完整性就此破裂，一种无法消弭的悲

故事的轮廓出现一段模糊的“重影”，那便是岁月

剧感便弥散开来。

流逝、世事变迁留下的印痕。有鉴于此，周邦彦放
弃了“单一线索”的叙述方式，而且采用一种“重叠”

二

“故地重来”：典型化
重叠方式之一

的结构，也就是说，将词章的繁复化，与铺叙方式
的繁复化相结合，故事被打乱，隐藏在篇章中，再
通过灵活使用虚词、时间副词来勾连人物、景物，

进一步发展和创新这种重叠性结构的是宋代词

将“眼前事”与“往事”相叠加，形成一种“今中

人周邦彦。清真词在继承柳词铺叙手法的基础上，

有昔，昔中有今”的效果。《瑞龙吟·章台路》在

不仅表现了情节的连续性，而且着力强调情节的“重

体现这种写法方面具有典范意义。

叠性”，或者说“环形”的叙述结构形成了“重叠

章台路，还见褪粉梅梢，试华桃树。愔愔

性”的情节效果，其中不仅包含着周邦彦对情事的

坊曲人家，定巢燕子，归来旧处。

黯凝伫，

回味，更包含着他对人生况味的思考。从这意义上

因念个人痴小，乍窥门户，侵晨浅约宫黄，障

说，重叠性结构在周邦彦手上发展成了一种自觉性

风映袖，盈盈笑语。

的艺术手法，并且确立了“故地重来”和“沉思前

里，同时歌舞，惟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吟

事”这两种典型化的重叠方式。

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

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

无论对周邦彦来说，还是对宋代的绝大多数文

城闲步？事与孤鸿去。探春尽是，伤离意绪。

人来说，“京华”都是他们的人生路上不断停靠的

官柳低金缕。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

一个渡口。他们一次次来到这里，又一次次离开这

落，一帘风絮。［14］

里，“前度刘郎重到”的桥段，在他们的人生故事

《瑞龙吟》共有三叠，前两叠略短，格式相近，第

中不断重演，这其中既有几分欣喜，又无端的增加

三叠稍长，格式与前两叠不同，这类结构被称为“双

几分酸楚。如《蓦山溪·楼前疏柳》一词，就表现

拽头”。对作者来说，这种结构既是分片形式的问题，

了周邦彦重回辇毂之下，发现世事变换，心中莫名

也是音律的变化问题，进一步来说，还是全词的章

１４８

“故地重来”和“沉思前事”

法布局问题。清人周济说此词“不过桃花人面，旧
［15］

曲翻新耳”

。的确，此词与崔诗的相仿之处就

铜盘烛泪已流尽，霏霏凉露沾衣。相将散离会，
探风前津鼓，树杪参旗，花骢会意，纵扬鞭，

是这种重叠结构。只是崔诗有一股天然气韵，自然

亦自行迟。

迢递路回清野，人语渐无闻，空

动人，而周邦彦的词，增出无数曲折，在今昔之间，

带愁归。何意重经前地，遗钿不见，斜径都迷。

剪裁熔炼，离合往复，极尽思力、笔力之能事，或

兔葵燕麦，向残阳，影与人齐。但徘徊班草，

者说周邦彦有意识地突现、加强了这种重叠效果。

唏嘘酹酒，极望天西。［18］

［16］
陈廷焯指出：
“笔笔回顾，情味隽永。”
所谓“回

整首词写了一次完整的送别过程。但它的特殊之处

顾”二字，便是今昔之间的思绪关联，与今昔之间

是其中包含了一往、一返两个过程，于是，同一件

的重叠性密切相关。第一段切入故事的发生地，即

事情中自身就包含了一番重叠，即去时与返时。上

春天的“章台路”，暗中写下“还见”二字，便将“当年”

片从将别写到送别，侧重将别，而以浓艳之笔，写

的情景暗示出来。第二段切进一层，写在“章台路”

夜间话别，通宵达旦之情景，既琐碎，又深厚。下

遇见的佳人，“因念”二字将“偶遇”的故事推向“当

片写别后独自归去，不仅处处与“别前”相对映，

年”，与“暗凝伫”相对应，写出今日的物是人非之感。

又与“别时”相对映。周邦彦另辟蹊径，将“归路”

便与第一段一正一反，一今一昔，互相照映。第三

上的情景，用“空带愁归”一句写足，然后收住。

段“前度刘郎重到”，既将前两段背景点破，又开

却用“何意重经前地”呼起一层，写居人在回程时

启下文。
“访邻寻里”以下数句，都是以“昔”为底色，

中路徘徊的感受。“前地”在这里就成了一个别有

写
“今”
之萧索，
感慨
“昔”
不可见，
与第二段相呼应。
“探

深意的原点，不但把居人“空带愁归”的心情写得

春尽是，伤离意绪”以下，回应第一段，又切到“章

更深，也唤起了“前事”的记忆，补足“送别”的

台路”的景色，以眼前的春意，写旧情之寥落。陈

片段。至此，读者才意识到，前片写送别时，作者

洵的《海绡说词》对这种时间性的重叠结构极为赞赏，

并没有对离别那一刻的情景做具体描摹。而通过“班

将其称为“留字诀”。

草”“酹酒”“遗钿”诸细节来看，他们分手时曾

第一段地，“还见”逆入，“旧处”平出。

经“班草”而坐，还曾“酹酒”赠言。周济说：“‘班

第二段人，“因记”逆入，“重到”平出，作

草’是散会处，‘酹酒’是送人处，二处皆‘前地’

第三段起步。以下抚今追昔，层层脱卸。“访

也。”然而，“前人”已去，“前事”已逝，空留

邻寻里”，今。“同时歌舞”，昔。“惟有旧

“前地”，一切皆成“遗踪”。他在归途中能“重

家秋娘，声价如故”，今犹昔。而秋娘已去，

经前地”，但不能重回“前事”，站在“前地”怅

却不说出，乃吾所谓留字诀者。於是“吟笺赋

望“前事”，“前事”已然彻底沉沦在时间之流中

笔”，“露饮”“闲步”，与“窥户”“约黄”，

了。围绕着“前地”一词，别前、别后两种感受顿

“障袖”“笑语”，皆如在目前矣。又吾所谓

时交加在一起，从去时初经“前地”，到返时重经

能留，则离合顺逆，皆可随意指挥也。“事与

“前地”，刹那间作者参透了一种令人绝望的生命

孤鸿去”，咽住，将昔游一齐结束。然后以“探

之痛。识得此意，才能理解“兔葵燕麦，向残阳，

春”二句，转出今情。“官柳”以下，复缘情

影与人齐”一幕，将往事沉埋在苍凉的旷野，有荡

叙景。“一帘风絮”，绕后一步作结。时则“褪

气回肠之力。

粉梅梢，试花桃树”，又成过去矣。后之视今，
［17］

犹今视昔，奈此断肠院落何。

清真词的重叠结构不仅表现在长调慢词的写作
中，而且也将这种写法运用到令词的写作中。其实，

陈洵提出的“留字诀”，并云：“能留，则离合顺

在花间词以来的小令词中，不乏从“去年今日”这

逆，皆可随意指挥也。”认为重叠的写法在叙事和

一重叠性的时间性切入的作品，相比而言，前人作

抒情方面有极为积极的价值。这一写法在他的《夜

品中表现的重叠结构是自然的，而周邦彦的作品是

飞鹊·别情》一词中又有新颖的运用。

自觉的，他有意构造今昔之间时间性的穿插感和交

河桥送人处，良夜何其。斜月远堕余辉。

错感。比如他的一首《醉桃源·阮郎归》：“菖蒲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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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老水平沙。临流苏小家。画阑曲径宛秋蛇。金英

出今日的孤独，后四句从今日之孤独中，写往事依

垂露华。

稀之陈迹。物是而人非，事去而情留，断绝处有不

烧蜜炬，引莲娃。酒香薰脸霞。再来重

约日西斜。倚门听暮鸦。”全词除最后二句以外，
其他六句全写一事，即他与伊人在美人家中相逢迎

可断绝者在，留恋处有不可挽留之苦。
令词篇幅短小，不便铺叙，为了适应这一点，

时的旖旎光景，为了凸显此中风光无限，令人流连，

周邦彦有意打破故事的经过，舍弃“叙述”的手法，

作者居然突破上下阕的分际，上片四句与下片首二

而选择从一今一昔之间分别点染，往事的残留，近

句打成一片，重心偏上，似有头重脚轻之忧。不料

日的境况，彼此交杂在一起。这就把往事变成了一

周邦彦于末二句有千钧倒转之力，“再来重约”点

堆残片，零落地摆放在自己面前，就像一张撕碎的

出他是“故地重来”，之所以“再来”乃是因为上

照片，压在玻璃板下，“今日”既是通向“往日”的

次分别时二人有“重约”，践约而来，自然而然。

起点，又是阻隔“往事”的鸿沟。他总想从“今日”

“初来”时留下的印象记忆，与“再来”时目睹的

启程，寻访往事，可是，他最终一次次徘徊在寻访的

实景，彼此印合在一起。所以，从作者的笔墨来看，

路上，被“今日”唤回到现实之中，眼看着“往事”

似乎前六节一气写下，未曾转接，其实，读者从意

随水而去。《玉楼春》这个词牌七言八句，上、下片

脉上梳理两次不同境遇的“重叠性”，就意识到作

各四本身就比较整齐，外形好似一首七律，作者又连

者正是在过片藏着“转接”的机关。上片写景，有

用四对排偶，更显得形式刻板。然而，由于周邦彦将

“物是”之意，下片叙事，有“人非”之感。“初来”

在今昔之间，分头着笔，词致跳荡，气韵灵动，尽显

所见的情景，在本词中占据绝大篇幅，写得异常实

流丽之美，毫无呆滞之病。所以俞平伯先生称赞说：

在，而站在“再来”的时间立场来看，这些情景恰

“尽工巧于矩度，敛飞动于排偶。”前文提到刘学锴

恰是已然消失的“过往”，丧失了其“实在性”，

先生对崔护的《题都城南庄》的评说：“尽管这首诗

唯有眼前的斜阳暮鸦才是此刻最为真实的一幕，而

有某种情节性，有富于传奇色彩的‘本事’，甚至带

这一幕却是作者最后顺势带出的一笔，恰似作品缥

有戏剧性，但它并不是一首微型叙事诗，而是一首抒

缈的余韵。“初来”与“再来”的重叠，写足了一

情诗。”这个评价完全适用于周邦彦的这首作品。

场人生的失落之感。俞平伯先生说：“周止庵评《瑞
龙吟》曰：‘不过桃花人面，旧曲翻新耳。’吾于
［19］

斯篇亦云然，特写一清秋残日之崔护重来耳”

。

三

“沉思前事”：典型化
重叠方式之二

指出这几篇作品的重叠性时间结构是一致的。
那首有名的《玉楼春·桃溪不作从容住》，也
是重叠结构的代表作，而且更加情深理妙。
桃溪不作从容住，秋藕绝来无续处。当时
相候赤阑桥，今日独寻黄叶路。
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人如
［20］

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粘地絮。

重叠性的时间结构不仅能表现“故地重来”的
情节，而且还能表现“沉思前事”的情节。“故地
重来”是以“地”为原点，引发“昔”与“今”之
间的叠映，而 “沉思前事”围绕的是一个特别具有
内涵的时间原点展开的。在作者的特殊人生经历中，
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一定包含着一个特殊的“故事”，

这首词里似乎有个故事，但作者并没有叙述其始末，

这一段“故事”不仅是一段现实的行踪，而且是一

反而一落笔就从“断绝”处写起，所谓“桃溪”“赤

段深刻的记忆，包含着深刻的生命体验，在“沉思”

阑桥”云云，乃是故事中的场景，所谓“从容住”
“相

中，“昔”与“今”就紧密地重叠起来了。他以“寒

候”云云，乃是当日两情缠绵时的情节，然而世易

食”为题创作的一首《应天长》，在这方面堪为代表。

时移之后，“桃溪”“赤阑桥”仍在，“其人”“其

条风布暖，霏雾弄晴，池塘遍满春色。正是

事”已逝。所谓“不作”“绝来”便是事与愿违，

夜堂无月，沉沉暗寒食。梁间燕，前社客，似笑我，

爱情中断，于时，就成了“今日独寻黄叶路”的境

闭门愁寂。乱花过，隔院芸香，满地狼藉。 长

况。前四句从对“往事”断断续续的回顾之中，写

记那回时，邂逅相逢，郊外驻油壁。又见汉宫

１５０

“故地重来”和“沉思前事”

传烛，飞烟五侯宅。青青草，迷路陌。强载酒，
［21］

节成了一个固定的原点，“那回时”的故事虽然已

细寻前迹。市桥远，柳下人家，犹自相识。

经结束，但关于故事的记忆、追忆，在每年的寒食

寒食日晚上，阴雨沉沉，作者独坐在深堂，心情寂

节到来的时候，不断被续写下去。这些故事和记忆，

寂。白日间，风日清朗，正是游春的时节，可是，

在作者的心中不是按照线性的时间顺序被连续在一

词人闭门不出，辜负了这一番春色。这一番无聊，

起的，而是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叠加在一起的，相互

先从燕子眼中写出，“似笑”二字，妙趣横生。再

联系，又相互渗透，后一个寒食，带着过去的寒食

以“乱花”反衬，落红狼藉，气韵沉郁。下片的内

节的影子，对过去的每一个寒食节的记忆，都在下

容伸缩在今昔之间，俞平伯先生说：

一个寒食节复活，浮动在他的心中。

后半全系回忆，用“长记”二字领起，“那

当然，“前事”也并非专指以往的某种真实经

回时”者，是遥远之本事，于年年寒食之中，

历，周邦彦甚至把尘世生涯中反复重现的人生境况，

最值得追忆之那一回也……“又见”句又是一

提炼为一个稳定性的“前事”进行书写，比如“离

回寒食……此距今虽远，距“那回”则较近，

别”。这种“前事”浓缩了他复杂深沉的生命之思，

［22］

故虽草迷前迹，然尚得载酒细寻。

按照俞先生的理解，这首词涉及三次寒食。“长记”

是一个极富思想内涵和情感内涵的艺术桥段。《兰
陵王》的深刻内涵便在这里。

句写的是第一次，“又见”写的是第二次，第二次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

和第一次之间相隔不远。创作此词时，是第三次寒

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

食，与前两次相比，已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这个

长亭路，年来岁去，应折柔条过千尺。

寒食节的情景便是上片所写的内容。“长记”中，

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

第一年的寒食故事，他来到郊外游春，与她邂逅相

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

遇，那时的风物很好，也是“条风布暖，霏雾弄晴，

望人在天北。

池塘遍满春色”。傍晚，下起了小雨，她坐着油壁

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

车，不忍离去，依依而别。从此后，他和她展开了

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23］

一段密切的交往，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后来，

此词三叠，可为三段。第一段从“柳”切入隋堤，

他和她的故事中断了，但他对她的记忆永远无法消

由隋堤而摄住运河，于是，南来北往之“行色”，

除。每一年寒食节的时候，他都会想到她。有一年，

便随着运河的波澜和隋堤的柳色绵延开去。“故国”

他喝了两杯酒，借着酒兴，内心不免冲动起来，他

即故乡，在钱塘，“京华”即东京，在汴梁，一南

也希望接着酒兴，迷迷瞪瞪地闯入“过去”，便去

一北。作者的切身经历，融入在“行色”之中，“倦

“细寻前迹”了，这就是第二个寒食故事。他凭着

客”二字，便觉醒目、有力。陈廷焯说：“‘登临

记忆，走过一条芳草凄迷的巷陌，辨识着往日的遗

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二语，是一篇之主。”［24］

踪，前面不远便是“市桥”，“市桥”附近，有一

从全词来看，这一段是“总写”是“泛写”，其中

株高柳，没错，柳下便是“人家”。不知道他寻访

虽然带有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特殊体验，但并未说到

了什么消息，她的下落如何？近况如何呢？今年的

具体的离别，而是抓住“隋堤”在宋代交通中的特

寒食，是他写到的第三个寒食故事了。回想前事，

殊性，沿着进京、出京的漫长旅程，将离别确立为

不仅第一个寒食故事已然不可追寻，就连第二个寒

“隋堤”上最具普遍意义的“前事”。第二段用“闲

食故事，也无法复现。于时，读者便明白了，他为

寻旧踪迹”摄住上文，而用一个“又”字，点开此

什么在今年的寒食“闭门愁寂”了？原来他心里念

词要详细叙述的这一次离别，至此，作品才切入了

念不忘的，是那年与他“邂逅”的那人，但那人已

本题。这条水程，对他来说，早已是“旧踪迹”了，

经不能“相逢”，所以，去郊外春游，已然毫无意

如今，他“又”要踏上这条水路，经历一次离别，

趣，去“市桥”寻访“柳下人家”，也已毫无用处，

在“旧踪迹”上，再加一次“踪迹”，在“前事”

所以，他宁愿独自枯坐在家中。在这首词中，寒食

之上在重叠一番今事。于时，饯别、登程、启航、

闲寻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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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这一幕一幕正在发生的情景，其实是在重复

情节打乱后交错在一起，通过隐藏在篇章中的灵活

往日每一次离别的情景。从“酒趁哀弦”到“望人

的虚词和时间副词来勾连人物、景物，将眼前事与

在天北”，全都由“又”字罩住，绾结在“愁”字

往事相叠加，形成一种今中有昔、昔中有今的效果。

之上。按照常人的经验，某种情景经历了多次，也

重叠结构既是对情节性内容的利用，又是对情节化

就逐渐习惯了，适应了，不再像初次经历时那样痛

内容的改造，他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叙事过程中对

苦。周邦彦的经验恰恰是相反的，他对离别之苦的

生命时间的累积，而将生命的时间性看成是一个不

经历，不是随着经验的增加而衰减，反而是不断在

断向虚无消亡的过程。

经验中累积，每一次离别，不但体会到此次离别的
伤痛，而且还将过去所经历的离别，全部重现到眼
前，将过去经历的痛苦，全部累计到当下，“前事”

［1］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

带着沉重的沧桑感贯注到当前的情景中来。所以，

第 2 册，第 1632 页，中华书局 1986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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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周邦彦认识到，对当事人来说，他可以
故地重来，也可以沉思前事，但却无法回到往昔。
因此，“往事无法重现”的痛苦，在清真词中是一
个根本性的人生体验。于是，他将两段或数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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