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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见吴孟复«书城先生词读后记»考释

胡传志ꎬ 张慧颖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ꎬ 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０)

〔摘　 要〕新见吴孟复的«书城先生词读后记»手稿ꎬ不仅对宛敏灏 １４ 首词给予了高度评价ꎬ还指出不足ꎬ提
出修改建议ꎬ从中可见吴氏精深的词学造诣ꎬ以及二人坦诚交流词艺的友情ꎮ 其写作背景是ꎬ１９８３ 年 ３ 月ꎬ施议

对编纂«当代词综»ꎬ向宛敏灏约稿ꎬ宛敏灏应约提供 １４ 首词作ꎮ 而按照«当代词综»的体例ꎬ尚需提供词评ꎮ ５
月ꎬ宛敏灏将这 １４ 首词寄给吴孟复等人ꎬ请他们点评ꎮ ６ 月 ２０ 日ꎬ宛敏灏摘录吴孟复等人评语ꎬ并根据吴评建议

对原词予以修改ꎬ以 ５ 页附纸寄给施议对ꎮ ２００２ 年ꎬ«当代词综»面世ꎬ收录宛敏灏的词作与吴孟复等人的词评ꎬ
对读后更可见吴评之精到以及宛敏灏谦逊的胸襟气度ꎮ

〔关键词〕吴孟复ꎻ宛敏灏ꎻ施议对ꎻ«当代词综»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 １６９８. ２０２１. ０６. ０１３

　 　 近期ꎬ承宛敏灏先生亲属的信任ꎬ授权整理

宛先生的遗著ꎬ有幸发现吴孟复先生手稿«书城

先生词读后记» (以下简称«读后记»)以及其他

相关文献ꎬ甚是珍贵ꎮ 吴孟复(１９１９—１９９５)ꎬ原
名常焘ꎬ字伯鲁ꎬ号希贤ꎬ笔名山萝ꎬ安徽庐江人ꎮ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安徽师范大学淮北分校(今淮

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图书馆副馆长ꎬ
安徽教育学院(今合肥师范学院)教授ꎬ安徽省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ꎮ 著有«训诂通论»
«古书读校法» «唐宋古文八家概述» «刘大櫆文

选»«桐城文派述论» «吴孟复安徽文献研究丛

稿»等ꎮ 吴先生长于创作ꎬ有«吴山萝诗存»传

世ꎬ被誉为“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师”ꎮ〔１〕 吴孟复手

稿中提到的“书城先生”是著名词学家宛敏灏ꎬ
与夏承焘、唐圭璋等同为当代词坛元老级人物ꎮ
宛敏灏(１９０６—１９９４)ꎬ字书城ꎬ号晚晴ꎬ安徽庐江

人ꎮ １９３４ 年毕业于省立安徽大学ꎬ先后在国立

女子师范学院、省立安徽学院、国立音乐学院、国
立安徽大学任讲师、副教授、教授ꎮ 新中国成立

后ꎬ曾任合肥师范学院教授、教务长ꎬ安徽师范大

学图书馆馆长等职ꎮ 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华诗词

学会顾问ꎮ 已出版«二晏及其词»«张于湖评传»
«词学概论»«张孝祥词校笺»等著作ꎬ另有«宋四

十词人述评» «唐宋词选»等未刊稿ꎮ 宛敏灏尤

擅诗词创作ꎬ作品入选多种选本ꎬ１９８６ 年曾编

«晚晴轩诗词选»ꎬ收录百余首诗词ꎬ由安徽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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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印行ꎮ 刘梦芙评其词作“明快清新ꎬ
自成体格”ꎬ“题材常写时事以抒发怀抱ꎬ笔力豪

壮而不粗率ꎬ意境新颖而不浅俗ꎬ虽未到一流大

家地步ꎬ亦不失为名手也”ꎮ〔２〕随着大量未刊稿的

整理和出版ꎬ宛敏灏的诗词创作成就一定会得到

重新评价ꎮ 因此ꎬ吴孟复这份手稿堪称两位当代

名家的对话ꎮ

一、«读后记»原文及其特点

«读后记»手稿共由六页方格稿纸组成ꎬ每
页 ２０∗１６(字)ꎬ印有“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字样ꎮ
字迹清秀ꎬ有多处增删修改的痕迹ꎬ可见作者思

虑之谨慎细致ꎮ 全文共有 １５８０ 字ꎬ落款为“孟复

读后谨志”ꎬ但无书写时间ꎮ 根据纪健生«吴孟

复先生学术传略»:“７８ 年底ꎬ安师大淮北分校改

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ꎬ属煤炭工业部ꎮ ７９ 年ꎬ先
生彻底平反ꎬ 恢复教授职称ꎬ 任学院图书馆

长ꎮ” 〔３〕可知此文写于 １９７９ 年以后ꎮ 现将«读后

记»全文抄录如下:
一、浣溪沙

登高望远ꎬ抚事感时ꎬ景与情会ꎬ由景入

情ꎬ书生忧国ꎬ感喟遥深ꎮ 极虚极活ꎬ极沉极

郁ꎮ “北宋清奇是雅音”ꎬ可以移评此词ꎮ 易

安居士见之ꎬ亦当许为本色ꎮ
“漠漠秋阴”逗下句“雾里”ꎬ“晓寒”逗

“强从”ꎮ “塞雁北来”谓自北而来ꎬ与“大江

东逝”皆承“认湖山”来ꎮ “何处去”有“我能

往ꎬ寇亦能往”意ꎬ亦即“问断鸿ꎬ知落谁家”
意ꎮ “几时还”有“青山遮不住ꎬ毕竟东流去”
意ꎬ承“时艰”而痛切言之ꎮ 然“几时还”又寓

奋起抗战以 “挽狂澜” 之语ꎬ故结以 “祖生

鞭”ꎮ 顿挫跌宕ꎬ针线绵密ꎮ «南歌子»结构

之妙ꎬ与此相同ꎮ 知此始可以言赏析ꎮ
【附注】“祖生鞭”之“鞭”字ꎬ与上句“大

江”微嫌未贯ꎮ 改用“中流击楫”典ꎬ如何?
二、八声甘州

时越八年ꎬ情兼喜怒ꎮ 词人之笔ꎬ准确反

映出大众心声ꎮ 万感苍茫ꎬ集于一点ꎻ满腔忠

愤ꎬ谈笑出之ꎮ 所谓言内意外ꎬ诗直词曲也ꎮ
读此可知诗、词之别ꎮ

【附白】结尾“上蛇山去”ꎬ似梦窗之“上

琴台去”ꎬ但“聊以消忧”ꎬ不如“秋与云平”之

富于形象ꎮ 此吹毛索疵之论ꎬ聊供参考ꎮ
三、南乡子(黄山小补桥)
笔力雄健ꎬ境界恢奇ꎬ而情韵殊胜ꎮ 词中

亦有合阳刚、阴柔之美者ꎬ此作是也ꎮ 觉稼轩

弄溪、南剑双溪楼诸作ꎬ刚健有余ꎬ但犹未免

着力ꎬ不能如此词之自然ꎮ 此点可为知者道

耳ꎮ
【附白】 似不必注明地点ꎬ附注亦可删

去ꎮ
四、南歌子

“造物固豪纵”ꎬ词笔亦似之ꎮ “银钩”
“玉臂”读之ꎬ如见“运笔走风雷” 也ꎮ 妙从

“人字瀑”之“字”字着想ꎬ运用拟人手法ꎬ复

以“瘦” “肥”写出雨前、雨后之不同ꎻ而“银

钩”“玉臂” “擘窠” “运笔”ꎬ又皆与写字有

关ꎬ构思极为精巧ꎮ “始知真放本精微ꎬ不比

狂花生客慧”ꎬ读者当细心玩味之ꎮ
五、浣溪沙(观冰上表演)
此题极难作ꎬ盖古无其事ꎬ无可依傍ꎬ更

无典故可用也ꎮ 作者用白描手法ꎬ曲传神态ꎬ
状难写之景ꎬ如在目前ꎬ惊心动魄ꎬ一字千金ꎮ

五十年来ꎬ从报刊上读过若干写现代新

事物之诗词ꎬ几无一首是诗ꎬ更无一首是词ꎮ
今读此作ꎬ心眼大开ꎮ 始知非新事物之不可

以入诗词ꎬ而是由于作者功力之不足ꎮ 有志

“旧瓶装新酒”者ꎬ不可不读此词ꎮ
六、鹧鸪天

以浓艳之语ꎬ写沉挚之情ꎬ所谓“以乐景

写哀”ꎬ“倍增其哀”也ꎮ 微而婉ꎬ«春秋»之笔

法ꎮ 读者勿误认咏物之工ꎮ
七、又一首

此词似从白石“怕红萼无人为主”脱化

而来ꎮ 十年浩劫ꎬ回首惊心ꎮ 当时尤有难言ꎮ
读此ꎬ知老年学者中亦有反“四人帮”之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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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杰ꎬ故当与«天安门诗抄»合读ꎮ
八、虞美人

此亦谴责 “四人帮” 之词也ꎮ “纱窗嫩

凉”与“却道天凉好个秋”同一机杼ꎮ “漾空

汽笛”ꎬ化俗为雅ꎬ亦见功力ꎮ (此句疑指毛

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相继逝世之哀音ꎬ未

知当否ꎮ)
九、一剪梅

据记忆ꎬ上阕末两句ꎬ当为两个七字句ꎬ
下阕末“除” 与“都” 叶ꎬ亦不合律 (手边无

«词律»ꎬ未细查)ꎬ乞再酌!
此首似可不收ꎮ
十、庆春泽

纵横穿插ꎬ流转自如ꎮ “妙手都无斧凿

痕”ꎬ可为此词的评ꎮ
作者善于抓住一点而辐射出去ꎻ又能把

众多情事融成一片ꎮ 约而不薄ꎬ豪而不粗ꎬ组
织之工ꎬ深堪玩味ꎮ 与张孝祥之«怀于湖»各

极其胜ꎮ 对读一下ꎬ可以学得不少法门ꎮ
【附白】“更树人ꎬ讲席宏开”ꎬ微嫌质木ꎬ

不类词句ꎬ请酌改!
十一、浣溪沙(夜梦乍醒)
意在笔先ꎬ神余言外ꎬ意境极为深美ꎬ融

斋所谓“词深于兴”者也ꎮ 就语言言ꎬ锤炼之

极ꎬ归于平淡ꎬ老手功夫ꎬ尤不可及ꎮ 真好词

“不厌百回读”也ꎮ “一镰”ꎬ铸词亦极工ꎮ
十二、又一首(几处蛙声)
上阕三句写了情、景、意ꎻ下阕三句写了

去、来、今ꎮ 笔力之健ꎬ叹为观止ꎮ
十三、思佳客

此词亦妙甚ꎬ似从“树若有情时ꎬ不会得

青青如此”ꎬ翻转一层ꎬ倍觉动人ꎮ 词中自有

寄托ꎬ大约亦写粉碎“四人帮”后ꎬ拨乱反正ꎬ
喜上眉梢ꎮ 竹垞所谓“其词愈微ꎬ而其旨益

远”ꎬ是不特“通于«离骚»、变«雅»”ꎬ亦且通

于雅、颂矣ꎮ
十四、水调歌头(今日两嘉节)
鼓吹中兴ꎬ促进统一ꎬ词道之大ꎬ于斯可

见ꎮ 气势、音节ꎬ合东坡、于湖为一ꎬ“谁道今

人不如古”乎!
孟复读后谨志

纵观全文ꎬ吴孟复对宛敏灏的 １４ 首词进行

了逐一评论ꎬ从这些点评中可以归纳出以下三个

特点:
一是高度评价宛敏灏的词作ꎮ 吴孟复对宛

敏灏词的点评涉及内容与形式的诸多方面ꎬ包括

言、象、意的诗法技艺以及情感表达等ꎮ 内容上

对宛词以现代新事物入词表示赞赏与钦佩ꎬ如第

五则«浣溪沙»(观冰上表演)直言因新事物无典

可用、无可依傍而显得尤为难做ꎬ但宛敏灏依然

将冰上表演写得精彩非凡ꎬ“始知非新事物之不

可以入诗词ꎬ而是由于作者功力之不足”ꎻ第八则

«虞美人»虽为谴责“四人帮”之词ꎬ却“化俗为

雅”ꎬ具有一定的审美性ꎮ 诗词技艺方面的点评

则更加细致ꎬ首先是用字之工ꎬ赞其千锤百炼却

未有痕迹ꎬ “‘妙手都无斧凿痕’ꎬ可为此词的

评”ꎬ“锤炼之极ꎬ归于平淡”ꎬ“铸词亦极工”ꎬ具
有词体语言之本色ꎬ如“言内意外ꎬ诗直词曲也ꎮ
读此可知诗、词之别”ꎬ“微而婉”ꎬ甚至有“北宋

清奇是雅音”的极高赞誉ꎻ其次是意象之妙ꎬ如第

四则«南歌子»中“‘银钩’‘玉臂’读之ꎬ如见‘运
笔走风雷’也”ꎬ第八则«虞美人»中的“纱窗嫩

凉”与“漾空汽笛”皆有其妙ꎻ最后是意境之深ꎬ
深得古人之味ꎬ如“意在笔先ꎬ神余言外ꎬ意境极

为深美ꎬ融斋所谓‘词深于兴’者也”ꎬ同时将言、
象、意相结合ꎬ对宛词的整体艺术风貌有着比肩

古人的较高评价ꎬ如“笔力雄健ꎬ境界恢奇ꎬ而情

韵殊胜”ꎬ“气势、音节ꎬ合东坡、于湖为一”ꎮ 除

此之外ꎬ吴孟复对宛词的构思精巧也多有赞美之

词ꎬ如“顿挫跌宕ꎬ针线绵密”ꎬ“构思极为精巧ꎮ
‘始知真放本精微ꎬ不比狂花生客慧’”ꎬ“约而不

薄ꎬ豪而不粗ꎬ组织之工ꎬ深堪玩味”等ꎮ 宛敏灏

词中的爱国主义情怀也令吴孟复赞叹不已ꎬ动荡

时期的忧国情怀、新时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都熔

铸于字里行间ꎬ如“书生忧国ꎬ感喟遥深”ꎬ“知老

年学者中亦有反‘四人帮’之英雄豪杰”ꎬ“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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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写粉碎‘四人帮’后ꎬ拨乱反正ꎬ喜上眉梢”等

评语体现出吴孟复对宛敏灏的称赞之情ꎮ
二是客观指出宛词的不足之处ꎬ并提出修改

建议ꎮ 吴孟复对宛敏灏这 １４ 首词的点评并非一

味地抬高ꎬ同时也根据自身的学识与情感体验指

出了一些不足之处ꎬ并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ꎬ常
常以“附注”或“附白”的形式加以表达ꎮ 一方面

是语言上的推敲ꎬ如第二则“但‘聊以消忧’ꎬ不
如‘秋与云平’之富于形象”ꎬ第九则对“除”与

“都”二字不合音律的疑问ꎬ建议不收ꎬ第十则

“‘更树人ꎬ讲席宏开’ꎬ微嫌质木ꎬ不类词句”ꎻ另
一方面则是意脉的探讨ꎬ如第一则“‘祖生鞭’之
‘鞭’字ꎬ与上句‘大江’微嫌未贯ꎮ 改用‘中流击

楫’典ꎬ如何?”这些对词作不足之处的探讨所占

比重虽不大ꎬ却比赞美之词更加珍贵ꎬ是吴孟复

在认真研读宛词后提出的想法ꎬ渗透着吴孟复的

词学观ꎮ 这些附注或附白常以“如何” “聊供参

考”“未知当否”“乞再酌”“请酌改”之类的语气

结尾ꎬ不仅是对年长者的尊敬ꎬ还有交流、探讨之

意味ꎬ“天下快意之事莫若友ꎬ快友之事莫若谈”
(蒲松龄语)ꎬ这是对友人词作的重视与尊敬ꎮ
真正的朋友之间不仅要相互赞美ꎬ更要有自己独

立的见解ꎬ敢于交流不同的想法ꎬ正所谓“君子和

而不同” («论语»)ꎬ就像吴孟复的这篇 «读后

记»ꎬ既肯定了友人词作之精妙ꎬ有“‘北宋清奇

是雅音’ꎬ可以移评此词”ꎬ“觉稼轩弄溪、南剑双

溪楼诸作ꎬ刚健有余ꎬ但犹未免着力ꎬ不能如此词

之自然”一类极高的评价ꎬ也提出词中不足、可商

榷之处ꎬ如意象的使用、用字之音律、语句之连贯

等问题ꎬ既有对朋友的赞赏钦佩之情ꎬ又有自身

理性的思考ꎬ这种在交流中共同进步才是真正深

厚笃实的友谊ꎮ 宛敏灏去世后ꎬ吴孟复接连写了

«悼宛敏灏先生» «宛书城遽逝ꎬ前挽一联ꎬ意有

未尽ꎬ更作一诗» 两首挽诗ꎬ叹“知己况兼乡里

厚ꎬ从今更苦朋友稀”ꎬ〔４〕集后附录中还有吴孟复

为宛敏灏所撰的挽联ꎬ可见是把宛敏灏视为学术

上的知己ꎬ再加上两人同乡ꎬ关系更加亲厚ꎮ
三是体现了吴孟复的文学修养ꎬ尤其是词学

方面的造诣ꎮ 吴孟复对历代诗人词人及其诗文

内容极为熟悉ꎬ在这十四则点评中ꎬ诗词文章之

引用信手拈来ꎬ王达敏称其“一生游走于义理、考
据、辞章之间ꎬ在会通中力求创新”ꎮ〔５〕 如第一则

中“北宋清奇是雅音”出自清代张之洞«过芜湖

吊袁沤簃»(其四) 〔６〕ꎬ主张采北宋欧阳修、苏轼、
王安石诸家诗歌路数开雅正诗风一派ꎮ 下文的

“我能往ꎬ寇亦能往”出自«左传文公十六年»:
“蒍贾曰: ‘不可ꎮ 我能往ꎬ寇亦能往ꎬ不如伐

庸ꎮ’” 〔７〕第二则附白中“上琴台去”与“秋与云

平”则出自宋代词人吴文英的«八声甘州灵岩

(陪庾幕诸公游)»ꎮ〔８〕第四则“造物固豪纵”出自

辛弃疾«水调歌头(造物故豪纵)»ꎬ〔９〕 此处“固”
当为笔误ꎮ 第七则“怕红萼无人为主”以及第十

三则中的“树若有情时ꎬ不会得青青如此”皆出

自姜夔«长亭怨慢»ꎮ〔１０〕第十则中的“妙手都无斧

凿痕”出自辛弃疾的«浣溪沙» 〔１１〕 词首句ꎬ“痕”
是“瘢”字之误ꎮ 第十一则“融斋所谓‘词深于

兴’者”出自刘熙载«艺概词概»ꎮ〔１２〕 第十四则

“谁道今人不如古”出自宋代王洋«赠大猷» 〔１３〕

一诗ꎮ 由上可知吴孟复对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

较为广泛ꎬ尤其熟悉南宋词ꎬ“稼轩弄溪、南剑双

溪楼诸作”一语中将辛弃疾«沁园春弄溪赋»
与«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两首词作拿来作

比ꎬ令人惊叹! 除此之外ꎬ从“附注”中对宛词提

出的修改意见也可见吴孟复对词的创作亦有钻

研ꎻ第四则中关于书法“银钩”“玉臂”“擘窠”“运
笔”等专有名词的使用ꎬ可见吴孟复在文化上的

涉猎之广ꎮ 凡此种种ꎬ足见吴孟复学问之高ꎬ令
人敬佩ꎮ

通过对这篇«读后记»文本的解读与特点的

分析归纳ꎬ一些疑问也随之而来:这份手稿只有

点评ꎬ并未摘录宛敏灏的原词ꎬ仅看评语、不读原

词便难以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更为直观的联系ꎬ评
语中关于宛词艺术风格、情感寄托等方面的内容

也很难坐实ꎮ 那么原词何在? «读后记»一文只

有“孟复读后谨志”的姓名落款ꎬ并无年月ꎬ虽根

据“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的稿纸推测写于 １９７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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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ꎬ但是否有更准确的撰写时间? 又缘何而

作? 吴孟复对宛词的意见与建议是否被采纳?
这些都是饶有意趣的话题ꎮ

二、«读后记»写作缘起及其被采纳之处

在宛敏灏先生的遗物中ꎬ我们发现他与施议

对先生的几封来往信函ꎬ为我们解开了上述谜

团ꎮ
施议对(１９４０—)ꎬ台湾彰化人ꎬ先后师从夏

承焘、吴世昌等词学大师专攻词学ꎬ曾任中国社

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澳门大学中文学

院副院长等ꎮ 现为澳门大学社会及人文科学学

院中文系教授ꎬ著有«宋词正体»«今词达变»等ꎮ
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ꎬ开始

策划编纂«当代词综»一书ꎬ向宛敏灏约稿ꎮ 围

绕约稿事宜ꎬ现存五通往来书信ꎬ第一封内容如

下:
«当代词综»编辑组

施议对同志:
８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大函诵悉ꎮ
现杂抄拙作若干首并附拟小传寄奉ꎬ即

请教正ꎮ 承示“体例依龙编”ꎬ故亦采用直行

及繁体字(平韵仄符号从略)ꎮ 倘无必要ꎬ可
能转增麻烦也ꎮ

此致

敬礼!
宛敏灏匆复

１９８３. ４. ２１
由此可知ꎬ施议对曾于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致信宛

敏灏ꎬ虽然此信已佚ꎬ但大致内容应为«当代词

综»即将开编ꎬ望宛先生不吝赐词ꎬ以收编其中ꎮ
因此才有上面的这封回信ꎬ其中“龙编”指龙榆

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ꎮ ７ 天后ꎬ也就是 ４ 月 ２８
日ꎬ施议对回信ꎬ提出了“除选录词作外ꎬ并附作

者小传及词评”ꎬ“大作片段ꎬ也盼录示ꎬ以便采

作单篇评语或集评”的希望与要求ꎬ这里首次提

到了“词评”一事ꎮ 宛敏灏于 ５ 月 １３ 日予以回

复ꎬ特意说:“至于词作评语ꎬ友好间往往溢美ꎬ不

值一提ꎬ乞谅ꎮ”可见宛敏灏对词评之事并未积极

响应ꎬ认为词评往往是朋友之间相互吹捧之辞ꎬ
实际上没有多大必要ꎬ因此婉拒附录词评ꎮ ５ 月

１９ 日ꎬ施议对再次来信商讨词评一事:“词作评

语ꎬ希望惠寄ꎮ 体例如此ꎬ附上若干评语ꎬ更加有

助于阅读欣赏ꎮ”不得已ꎬ宛敏灏准备词评ꎮ ６ 月

２０ 日ꎬ他回复施议对:“承嘱补充几项材料ꎮ 鉴

于阁下工作之认真ꎬ只好勉凑若干ꎬ聊备参考ꎮ
又前寄拙作拟修改数处ꎬ附陈并乞教正!”除勉强

附上评语之外ꎬ还提出“拟修改数处”ꎬ对之前所

寄的作品进行了一些修改ꎮ 这封信后有五页附

稿ꎬ其中有吴孟复与史颂民对宛词的评语ꎬ还有

拟修改的词句ꎬ分别以“(改)”与“(评)”进行了

标注ꎮ 史颂民是宛敏灏同乡兼同窗好友ꎬ在太原

工作ꎬ二人感情深厚ꎬ诗词交往密切ꎮ 因其评语

与本文无关ꎬ暂且不谈ꎮ 将宛敏灏书信所引吴孟

复评语与«读后记»进行对读ꎬ不难发现ꎬ附稿中

的评语基本摘自«读后记»ꎬ只是将«读后记»易

名为«读词偶评»ꎮ
如此一来ꎬ吴孟复«读后记»的写作时间与

背景等问题便迎刃而解ꎮ １９８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施议

对来信恳切希望宛敏灏附上词评ꎬ之后的一个月

内ꎬ宛敏灏将自己的 １４ 首词作寄给吴孟复ꎬ请他

为自己的词作加以点评ꎬ吴孟复因此写下«读后

记»ꎮ 宛敏灏随后于 ６ 月 ２０ 日将整理好的词评

与修改意见随信附稿寄给施议对ꎬ当时宛敏灏与

吴孟复分别在安徽师范大学与淮北煤炭师范学

院任职ꎬ从芜湖到淮北ꎬ算上信件在途中耽误的

数天时间ꎬ可以确定«读后记»当写于 １９８３ 年 ５
月底或 ６ 月初ꎮ

值得关注的是ꎬ吴孟复在为宛敏灏词所写的

点评中ꎬ多以“附注”“附白”来指出不足ꎬ提出修

改意见ꎬ不仅体现了吴孟复较高的词学造诣ꎬ也
反映了挚友间敢于说真话的深厚友谊ꎮ 对于吴

孟复的点评与修改意见ꎬ宛敏灏又是如何取舍的

呢? 在回复施议对的最后一封信的附稿中ꎬ宛敏

灏专门提到了词的修改建议ꎬ并标以“(改)”字ꎬ
如«读后记»中对«浣溪沙»(漠漠秋阴护晓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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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提出“‘祖生鞭’之‘鞭’字ꎬ与上句‘大江’微嫌

未贯ꎮ 改用‘中流击楫’典ꎬ如何?”于是附稿中

有“(改)末句‘只今谁着祖生鞭’改为‘中流击楫

向谁先’”ꎮ 再如«八声甘州»(问滔滔、江汉汇东

流)一篇中吴孟复云:“结尾‘上蛇山去’ꎬ似梦窗

之‘上琴台去’ꎬ但‘聊以消忧’ꎬ不如‘秋与云平’
之富于形象ꎮ 此吹毛索疵之论ꎬ聊供参考ꎮ”虽自

谦为“吹毛索疵”之论ꎬ但以“聊以消忧”结尾确

实缺少情韵ꎬ趋于质实ꎬ宛敏灏最后予以采纳ꎬ在
附稿中有“(改)末句‘聊以消忧’改为‘一醉清

秋’”之句ꎮ 还有«庆春泽» (快雪时晴)一词ꎬ吴
孟复提出“‘更树人ꎬ讲席宏开’ꎬ微嫌质木ꎬ不类

词句ꎬ请酌改”ꎬ宛敏灏附稿中有“(改)‘更树人ꎬ
讲席宏开’改为‘净风烟ꎬ晓色云开’”之句ꎮ 从

以上几处改动ꎬ可知宛敏灏对吴孟复的修改意见

大多予以采纳ꎮ 当然ꎬ宛敏灏也保留了他自己的

看法ꎬ没有全盘接受吴孟复的所有建议ꎬ如吴孟

复建议删除«一剪梅»词ꎬ但宛敏灏予以保留ꎮ
再看宛敏灏寄给施议对附稿中抄录的词评ꎬ

由吴孟复与史颂民两人的评语组成ꎬ其中吴孟复

的点评少则十几字ꎬ多也不过三四十字ꎬ与«读后

记»对读ꎬ可知宛敏灏先生对吴孟复的点评适当

摘选ꎬ有所取舍ꎮ 这里摘录几则评语加以对比:
«浣溪沙»(漠漠秋阴护晓寒)吴评原文为:“登高

望远ꎬ抚事感时ꎬ景与情会ꎬ由景入情ꎬ书生忧国ꎬ
感喟遥深ꎮ 极虚极活ꎬ极沉极郁ꎮ ‘北宋清奇是

雅音’ꎬ可以移评此词ꎮ 易安居士见之ꎬ亦当许为

本色ꎮ”宛敏灏附稿中抄录评语为:“吴孟复教授

云:书生忧国ꎬ感喟遥深ꎬ景与情会ꎬ愈见沉郁ꎮ
(读词偶评)”«浣溪沙» (璀璨华灯泻水明)吴评

原文为:“此题极难作ꎬ盖古无其事ꎬ无可依傍ꎬ更
无典故可用也ꎮ 作者用白描手法ꎬ曲传神态ꎬ状
难写之景ꎬ如在目前ꎬ惊心动魄ꎬ一字千金ꎮ 五十

年来ꎬ从报刊上读过若干写现代新事物之诗词ꎬ
几无一首是诗ꎬ更无一首是词ꎮ 今读此作ꎬ心眼

大开ꎮ 始知非新事物之不可以入诗词ꎬ而是由于

作者功力之不足ꎮ 有志‘旧瓶装新酒’者ꎬ不可

不读此词ꎮ”宛敏灏附稿抄录为:“此题缺乏依

傍ꎬ无典可用ꎮ 作者以白描手法ꎬ曲传神态ꎬ状难

写之景ꎬ如在目前ꎮ 因知新事物非不可以入词ꎬ
但视写作功力如何耳ꎮ (读词偶评)”从以上两

处对读可以看出ꎬ宛敏灏对吴孟复的评语进行了

一定的简化与取舍ꎬ保留了对艺术性方面的一些

点评ꎬ而删去了如“‘北宋清奇是雅音’ꎬ可以移

评此词ꎮ 易安居士见之ꎬ亦当许为本色”ꎬ“惊心

动魄ꎬ一字千金”之类的溢美之词ꎬ取舍之间体现

了宛敏灏谦虚谨慎的胸襟气度ꎮ
尽管宛敏灏与施议对的通信及附稿为我们

了解«读后记»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材料ꎬ但其中

仍未有宛词的原作出现ꎬ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

对词评的理解与把握ꎮ
随着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宛敏灏就«当代词

综»选词一事给施议对所写的最后一封回信ꎬ词
作与词评之事也暂时告一段落ꎮ 遗憾的是之后

«当代词综»却迟迟未有消息ꎬ宛敏灏生前也未

能见到这部词集的出版ꎮ

三、«当代词综»中的宛词与吴评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ꎬ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当代

词综»ꎬ这套精装 ４ 册的著作似乎并未引起学界

的足够重视ꎮ ２０１６ 年ꎬ施议对自言:“«当代词

综»编纂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ꎬ交付出版后ꎬ耽搁

十余载ꎬ至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ꎬ方才由海峡文艺出版社

出版ꎮ 四册精装ꎬ堂堂煌煌ꎮ 但并不怎么引起注

视ꎮ 一直以来ꎬ评论者仍甚寥寥ꎮ 直至最近几

年ꎬ周于飞带领其团队ꎬ一批小友生ꎬ竟研究起这

部当代的词丛编来了ꎮ 作为这部词丛编的编纂

者ꎬ感到无比欣慰ꎮ 但愿这部词丛编ꎬ不会再这

么落寞下去吧ꎮ” 〔１４〕言辞间可见施议对的遗憾与

希冀之情ꎮ
«当代词综»全编六卷ꎬ汇辑词家三百余位ꎬ

词作三千余首ꎮ 包括王允晳、张伯驹、夏承焘、俞
平伯、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丁宁、陈家庆、缪
钺、宛敏灏、吴世昌、钱仲联、沈祖棻、万云骏、何
之硕、吴则虞、黄墨谷等ꎮ 港台地区及海外有赵

尊岳、梁实秋、李祁、饶宗颐、琦君、罗忼烈、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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蓂、叶嘉莹等人ꎮ 卷首附有夏敬观、徐行恭、夏承

焘、唐圭璋、龙榆生、梁实秋、李祁、饶宗颐等人手

迹ꎬ并有凡例及前言ꎬ卷末则有后记ꎮ 何晓敏在

«为中华词苑保存一代文献———施议对‹当代词

综›评介»一文中将此书与朱彝尊«词综»、丁绍

仪«清词综补»合称为三部词总集ꎬ“共同构成了

由唐、宋至明、清ꎬ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

历代词作品的一个完整系列ꎬ甚是有功于词

苑”ꎮ〔１５〕还给出了“大时空的观照ꎬ大时代的呈

现”“艺术家的精品ꎬ当行者的抉择” “实用价值

与文献价值”三条较高的评价ꎮ ２００６ 年白静发

表«廿载心力成一编———评施议对 ‹当代词

综›» 〔１６〕一文ꎬ对此书丰富详实的材料来源和周

密严谨的选词标准、宏观通达且高屋建瓴的词史

观照和代群划分、熔文献与理论为一炉的选评结

合的编排体例、«前言»中对百年词业进行了全

面的回顾与反思给予了高度赞扬ꎮ 此后对«当代

词综»的研究一度陷入低谷ꎬ直到 ２０１５ 年周于飞

团队再次对这部著作进行深入研究与重新评估ꎬ
发表了«施议对‹当代词综›研究» 〔１７〕 一文ꎬ对编

选的体例与特点、目的与文献价值以及当代词风

的呈现进行了更加细致与深入的研究ꎬ并且对未

来研究前景作了积极的展望:“目前学界已经在

为探讨旧体诗词的文学史地位而努力ꎬ并为它们

所承担的文化使命正名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旧体诗

词的研究及创作必将有很大的改观ꎬ«当代词

综»也会借此契机被广大读者所知晓ꎬ书中那些

不被大家所熟知的作家和作品将会 ‘重见天

日’ꎬ他们的文学成就最终会得到应有的重视和

认可ꎮ”
在这部煌煌之著中ꎬ宛敏灏词被收编于第四

卷ꎬ即 １９０６—１９１１ 年间词人之列ꎬ共有 １４ 首词

作ꎬ即«读后记»中吴孟复所评的 １４ 首词ꎮ 但词

作顺序稍有不同ꎬ«当代词综»乃是按照词调长

短编排ꎬ小令在前ꎬ长调在后ꎮ 在这部著作中我

们可以看见宛敏灏的原词ꎬ通览原词之后ꎬ再看

吴孟复的评语ꎬ更可见其对字法、结构、意境等点

评的精到之处ꎬ这样可以将词与评结合起来ꎬ二

者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ꎬ各赏其妙ꎮ 词评基本与

信件附稿一致ꎬ对宛敏灏附稿中的修改意见予以

尊重和接纳ꎬ只在形式上将同词牌的“又一首”
改为“前调”ꎬ更加规范ꎮ 前引«读后记»第四则

关于«南歌子»一百多字的评语ꎬ在没有读到原

词前ꎬ对吴评所言终隔一层ꎬ其词实为«南歌子
黄山雨后小立白龙潭上观人字瀑»ꎬ现征引如下:

前日银钩瘦ꎬ今朝玉臂肥ꎮ 擘窠书就势

如飞ꎬ底怪昨宵运笔走风雷ꎮ 　 晚霁喧知了ꎬ
斜阳染翠微ꎮ 白龙夭矫下山溪ꎬ更与多情明

月伴人归ꎮ
原来宛词所写对象是黄山人字瀑ꎮ 该词上片写

雨后瀑布变化ꎬ别出心裁ꎬ就“人字”形态展开联

想ꎬ巧妙运用一系列书法术语ꎬ用“银钩瘦”形容

雨前“人字”的纤细ꎬ“玉臂肥”形容雨后“人字”
的壮硕ꎻ倚在山崖上的人字瀑ꎬ非常巨大ꎬ又像是

飞动起来的“擘窠”大字ꎮ 过片回写昨夜风声雨

声瀑布声ꎬ延续前几句以书法写瀑布的思法ꎬ将
自然界真实的声响与笔走风雷的成语嫁接起来ꎬ
既衔接自如ꎬ又妙合无痕ꎮ 这时我们再重读吴

评ꎬ就能真正体会到他所说“妙从‘人字瀑’之

‘字’字着想构思极为精巧”等内涵ꎬ切实认

识到吴评之精当ꎮ
«当代词综»在 １４ 首词后还附有“小传”与

“集评”ꎬ“小传”是宛敏灏应约而写ꎬ除生平简历

外ꎬ还介绍他与周岸登及李大防等老辈谈词经

历ꎬ以及他的词学主张ꎮ “集评”仍是吴孟复与

史颂民之评ꎬ其中吴孟复对«浣溪沙» (登振风

塔)、«南歌子» (前日银钩瘦)、«庆春泽» (镜湖

迎春)的点评都出自«读后记»中ꎮ
另外ꎬ附稿中宛敏灏在吴孟复的评语后标注

“读词偶评”ꎬ在史颂民的评语后标注“爱吾庐漫

志”ꎬ二者皆以括号标点ꎮ “漫志”一般多用来为

笔记、作品集等命名ꎬ如南宋王灼的 «碧鸡漫

志»、明代陈鼐的«百可漫志»、陶辅的«桑榆漫

志»等ꎬ因此«爱吾庐漫志»当为史颂民的著作ꎬ
另一部同样以括号形式出现的“读词偶评”便也

被类归为吴孟复的著作ꎮ 在«当代词综»中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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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加上了书名号ꎬ即«爱吾庐漫志»与«读词偶

评»ꎬ将之视为单篇文章或著作ꎬ无论是否公开发

表ꎬ都显得更加规范ꎮ
在«当代词综»的后记中ꎬ施议对说道:“本

编正式向海内外词家征集作品是从一九八三年

春开始的ꎬ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ꎬ进行了整

整五年时间ꎮ 三项工作进展甚缓慢ꎮ 因此

致使某些作者生前无法见到此书出版ꎬ这是最大

的遗憾ꎮ” 〔１８〕落款为“施议对 一九八八年五月八

日于北京”ꎬ这表明 １９８８ 年«当代词综»截稿时ꎬ
即有一些作者陆续辞世ꎮ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ꎬ«词学»
刊载了题为«二十世纪中国填词史话———‹当代

词综›前言» 〔１９〕一文ꎬ文末有作者附记一则ꎬ提到

“这篇文章撰写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ꎮ 而

«当代词综»则耽搁多年ꎬ于二〇〇二年九月ꎬ由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ꎮ”从 １９８８ 年截稿到 ２００２
年付梓ꎬ其间又经过了 １４ 年之久ꎮ 宛敏灏与吴

孟复相继于 １９９４ 年、１９９５ 年去世ꎬ皆未见到他们

为之付出辛苦的著作ꎬ实乃憾事ꎮ

注释:
〔１〕〔５〕王达敏:«吴孟复: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师»ꎬ«安徽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ꎮ
〔２〕刘梦芙编选:«二十世纪中华词选»ꎬ合肥:黄山书社ꎬ

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７８２ 页ꎮ
〔３〕纪健生:«吴孟复先生学术传略»ꎬ«文献»１９９６ 年第 １

期ꎮ
〔４〕吴孟复:«吴山萝诗存»ꎬ合肥:黄山书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１８３ 页ꎮ
〔６〕全诗为:“江西魔派不堪吟ꎬ北宋清奇是雅音ꎮ 双井半

山君一手ꎬ伤哉斜日广陵琴ꎮ”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

之洞全集» 第十二册ꎬ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１０５７９ 页ꎮ
〔７〕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６７５ 页ꎮ
〔８〕“宫里吴王沉醉ꎬ倩五湖倦客ꎬ独钓醒醒ꎮ 问苍天无语ꎬ

华发奈山青ꎮ 水涵空、阑干高处ꎬ送乱鸦、斜日落渔汀ꎮ 连呼酒ꎬ
上琴台去ꎬ秋与云平ꎮ”杨铁夫笺释:«吴梦窗词笺释»ꎬ广州:广

东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２７７ 页ꎮ
〔９〕“造物故豪纵ꎬ千里玉鸾飞ꎮ 等闲更把ꎬ万斛琼粉盖颇

黎ꎮ”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ꎬ第 ６１ 页ꎮ

〔１０〕“渐吹尽ꎬ枝头香絮ꎬ是处人家ꎬ绿深门户ꎮ 远浦萦回ꎬ
暮帆零乱向何许? 阅人多矣ꎬ谁得似长亭树? 树若有情时ꎬ不会

得青青如此! 　 日暮ꎬ望高城不见ꎬ只见乱山无数ꎮ 韦郎去也ꎬ
怎忘得玉环分付:第一是早早归来ꎬ怕红萼无人为主ꎮ 算空有并

刀ꎬ难剪离愁千缕ꎮ”夏承焘笺校:«姜白石词编年笺校»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８１ 年ꎬ第 ３６ 页ꎮ

〔１１〕“妙手都无斧凿瘢ꎮ 饱参佳处却成颦ꎮ 恰如春入浣花

村ꎮ”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ꎬ第 ４２４ 页ꎮ
〔１２〕王气中笺注:«艺概笺注»ꎬ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３４７ 页ꎮ
〔１３〕“人言功名难力取ꎬ我意功名要勤苦ꎮ 分明经训是菑

畲ꎬ谁道今人不如古ꎮ”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ꎬ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１８９４９ 页ꎮ

〔１４〕施议对:«关于‹当代词综›问题(一)»ꎬ«人民政协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ꎮ

〔１５〕何晓敏:«为中华词苑保存一代文献———施议对‹当代

词综›评介»ꎬ«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一辑ꎬ北京:学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ꎮ

〔１６〕白静:«廿载心力成一编———评施议对‹当代词综›»ꎬ
«中国韵文学刊»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ꎮ

〔１７〕岳兰香、周于飞:«施议对‹当代词综›研究»ꎬ«新文学

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ꎮ
〔１８〕施议对编纂:«当代词综»全四册ꎬ福州:海峡文艺出版

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６ 页ꎮ
〔１９〕施议对:«二十世纪中国填词史话———‹当代词综›前

言»ꎬ«词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ꎮ

〔责任编辑:李本红〕

—１３１—

新见吴孟复«书城先生词读后记»考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