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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船山有两个看似相悖的诗学命题：“俱以意为主”和“俱不在意”。学

者们普遍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两处“意”的含义不同，前者为与情相通的

形象思维的“意”，后者是不含情感的、抽象理念的“意”。笔者认为，以“意”

的内涵不同来化解二者的矛盾有所不妥。紧扣船山原文来看，两处“意”的含义

应该是一致的，都是指作者的立意和诗文的旨意。但尽管“意”含义相同，“俱

以意为主”和“俱不在意”也不矛盾，反而绝妙融合在船山的诗论中。“俱以意

为主”针对的是包括诗在内的所有文体，“俱不在意”仅针对诗。诗虽也要“以

意为主”，即要有作者的命意和主题旨意，但诗之绝妙和精髓“俱不在意”，而在

现量的审美感兴中产生的情景“妙合无垠”的审美意象。“俱以意为主”和“俱

不在意”的绝妙融合，体现了船山对诗的情感本位的文体特征和形象思维的表达

方式的深刻把握。 

[关键词]： 俱以意为主  俱不在意  意  针对文体  审美意象 

 

明清之际的王船山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集大成者。其诗论著作片言皆宝，又自成体系一体

浑融。但在船山具体的论著中，很多学者都发现了其论诗的一个矛盾：一是《姜斋诗话》中

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
3
，与之呼应的还有“意犹帅也”

4
，“寓意则灵”

5
，

“意至则事自恰合”
6
等，这些无不体现着船山对“意”的肯定与重视；另一则是在具体诗评

中言“诗之深远广大与夫舍旧趋新也，俱不在意”
7
，“以意为主之说，真腐儒也”

8
，“以意

为佳诗者，犹赵括之恃兵法”
9
， 甚至说“唐人以意为古诗，宋人以意为律诗、绝句，而诗

遂亡”
10
。一面“俱以意为主”，一面又“俱不在意”， 两个“俱”字一肯一否，都彰显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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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彻底与决绝，这是船山诗论的矛盾还是另有深意？
1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并逐渐达成共识：“俱以意为主”和

“俱不在意”并不矛盾，因为两处“意”之含义和内涵都不同。然而，笔者以为，两“意”

含义不同之说细析之下似有不妥。紧扣船山《姜斋诗话》和《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

诗评选》等具体论述来分析，两处“意”的含义应该是一致的。然尽管如此，“俱以意为主”

和“俱不在意”在船山诗论中也并不矛盾反而绝妙融合，联袂道出了诗的本质和精髓。 

 

一、学界普遍认可的两“意”含义不同之说 

 

学者们普遍认为，船山在《姜斋诗话》中肯定“以意为主”，又在具体的诗评中对“以

意为主”进行猛烈批判而认为“俱不在意”，这并不矛盾，因为两处“意”的涵义和范畴不

同乃至截然相反。如上世纪 80年代，戴鸿森先生《姜斋诗话笺注》认为，“俱以意为主”的

“意”相当于“情意”，而“俱不在意”之“意”是主观上欲加于作品的、并没有与作者情

意统一起来的抽象理念。
2
姚文放先生《论王夫之的诗歌美学》一文认为，前者之“意”是形

象思维，“以情感为中介，积淀着深层次的理性内容”，后者之“意”是逻辑思维，“以概念、

范畴为中介”，“表现为议论、判断、推理”。
3
曹毓生先生《略论王夫之诗论中的“意”“势”

及其他》一文认为，前一个“意”是情与理相结合的“意”，后一个“意”是脱离情感的“理”

4
。张少康先生认为，前者是作品中和象相结合的具体的“意”，后者是抽象概念的“意”

5
。 

可见，对“俱以意为主”和“俱不在意”的“意”的理解，上世纪 80 年代学者们的看

法基本一致。这些看法也被学界普遍认同并一直承袭至今，其后的研究大都沿袭两“意”含

义不同的思路和结论。1996 年发表的张兵《王夫之诗论摭谈》论文认为“俱以意为主”之

“意”指思想情感,是主客观的统一体，而“俱不在意”之“意”则指作者主观上欲加于作

品的抽象的理念。
6
 2000 年香港学者罗思美发表论文《王夫之论诗“以意为主”说》，亦认

为前者的“意”与情、兴均相通，而后者之意是不含情味的思想和理念。
7
近年来，相关研究

论文也都与早期研究持一致看法。如余钢《王夫之“以意为主”之诗说发微》一文认为“俱

以意为主”的“意”是含情的意兴、意趣，“俱不在意”之“意”是从书本、从议论中得来

的抽象思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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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考辨》均认为前者是以诗人真实情感为基础的立意，后者的“以意为主”实质为“以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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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1
。 

可见，众论虽然具体表述不同，但核心观点趋向一致，那就是：“俱以意为主”的“意”

是包含情感的、形象思维的意，而“俱不在意”之“意”是不含情感的、概念的、抽象的、

议论的、说理之类的意。可见，学者们视两“意”的含义完全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如此，

船山论诗时“俱以意为主”肯定前者之意，“俱不在意”批判后者之意，这当然是不矛盾的，

也是符合艺术创作和欣赏实践的审美规律的。 

 

二、两处“意”含义不同说之不妥 

 

两“意”含义不同，因而“俱以意为主”和“俱不在意”不矛盾。看似顺理成章，但笔

者细较之下未免有些许疑惑。 

其一，众多学者两“意”含义不同和范畴相反的结论，非全部从船山原文相关论述而得，

而是在对船山诗学思想进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再加套给两“意”。 

诚然，诗之创作与欣赏都要以情感为本体，而非抽象的概念和逻辑的说理，这是符合诗

的艺术审美规律的；同时，说船山重视以情感入诗和以形象思维为诗，反对以议论概念说理

入诗，这也是符合船山诗学的整体精神的。如此，“意”的含义不同似乎圆满而又令人信服

地化解了船山诗论“俱以意为主”与“俱不在意”之间的矛盾。但笔者疑惑的是，把“俱以

意为主”的“意”归纳为含情的、形象思维的意，而把“俱不在意”的“意”如此凑巧的归

纳为正好相反的不含情感的、抽象概念之类的“意”，依据何在呢？ 

从本文开头列举的关于“俱以意为主”和“俱不在意”的船山原著相关论述中，我们应

该是不能直接分析出两“意”的含义和范畴是相反的。事实上，上述提到的众多学者的阐述，

虽然有些也从船山原文出发来分析“意”的含义，但得出两“意”的含义截然相反却都不是

直接从原文分析得出的，而是在对船山诗学整体思想进行把握和理解的基础上，再倒回来分

析两“意”的含义。如曹毓生先生论文《略论王夫之诗论中的“意”“势”及其他》，是援引

船山著作别处的论述，详尽阐释了船山诗论是强调情和理的统一之后，再得出前一个“意”

是情与理相结合的“意”，后一个“意”是脱离情感的“理”这个结论的。
2
姚文放先生《论

王夫之的诗歌美学》一文也是在对船山诗学主情和形象思维的整体内核进行把握的基础上，

并联系船山对两种“理”的辨析，再确定出两“意”的含义区别。
3
在面对船山“俱以意为主”

和“俱不在意”这两个字面相悖的命题时，研究者们的思路大体都遵循这种“倒推”思维，

即因为船山主张“诗以道情”，强调诗的情感本体和形象思维，反对僵化的抽象的概念的东

西为诗，所以学者们认定船山肯定的“俱以意为主”的“意”为与情感相通的、用形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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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达的“意”，而归纳船山否定的“俱不在意”的“意”是不含情感的、抽象的议论说理

的“意”。 

笔者认为，这样的推论虽有合理之处，但似乎总有一种头尾倒置之嫌。心中已经先入为

主的有前人总结好的船山诗学思想的整体内核，然后再按照这个内核来安排两“意”的内涵

和范畴，化解“俱以意为主”和“俱不在意”的矛盾。我们当承认这不失为研究的一种途径。

诚然，我们理解一个诗论家的思想，尤其是面对船山这样一位诗学思想十分丰富的大家时，

要以连贯的思维和系统的眼光来串联局部和把握整体，而不能脱离整体对局部某个诗学命题

断章取义。但笔者认为，这和从原文出发来理解并不矛盾，而且还必须要建立在对每个命题

最直接的原文进行理解的基础之上。如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探讨对《楚辞》的评论，

尽管前人对《楚辞》或褒或贬已经探讨很多，但刘勰悬置了这众多前人的观点，认为“将核

其论，必征言焉”
1
，即对《楚辞》的评价必须从屈原等作家的作品原文出发来探讨，而不能

以前人研究先入为主。《辨骚》篇也正是这样紧扣《楚辞》作品原文一一分析，最后刘勰才

得出自己对楚辞的评价。笔者认为“将核其论，必征言焉”应该成为学术研究最直接的途径

和最基本的态度。而且船山诗学“意”的内涵既然如此丰富，理解各处“意”的含义就更要

从原文出发再来串联，否则就会因为干扰而作者混淆原初的本意。因此就“俱以意为主”和

“俱不在意”两个命题来看，理解“意”的含义和范畴首要的前提是紧扣原文出发，而不是

从已经被前人归纳好了的整体的船山诗学思想出发来圈定和安排“意”的含义。事实上，紧

扣相关原文不难直接分析出两“意”的具体含义（论文第三部分将对此予以详细论述），所

以应可不必先从船山诗学的整体思想来圈定两“意”之含义和范畴。 

其二，作为船山周密的诗论系统的一个范畴，“意”在船山诗论中应该有一个中心义，

他义围绕中心义来阐发，具有一定的重叠和承袭的联系。 

船山著述浩如烟海，诗论中“意”字出现频率非常之高，已被公认为船山诗学的一个重

要范畴。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汉字的多义和船山诗论的丰富，“意”在船山诗学中的

含义肯定不是单一的，而具有丰富的内涵。但船山诗论系统是一个前后呼应的、周密的、有

机的整体，因此“意”虽然在其不同诗论著作和不同语境中出现，也应该和必然会有一个基

本的、中心的涵义。纵使不同语境中侧重点可能会有所不同，那也应该是围绕其中心义来进

行引申、扩充、拓展和发散。总之还是会与中心义具有一定的重叠和承袭，保持一定的关联。 

因此，为了论证船山“俱以意为主”和“俱不在意”不矛盾，而认为这两个“意”的含

义完全不同，甚至做一个含情一个不含情的截然相反的理解，笔者窃以为这不是字的多义性

原则所能圆说的，也不符合人之思维常理。 

其三，船山“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之论不能成为两“意”含义不同的充要依据。 

很多学者在论述两“意”的含义不同时，如戴鸿森著作《姜斋诗话笺注》、姚文放论文

《论王夫之的诗歌美学》、罗思美论文《王夫之论诗“以意为主”说》等，都试图从船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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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论述中寻找依据： 

“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泳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
1
 

这是船山《夕堂永日绪论外编》的原文，意思的确是指字具有多义性，同一个字因为用

法不同而意思不同，所以要根据上下文来分析具体的字意。很多学者用此段论述来强有力的

论证“以意为主”和“俱不在意”的“意”具有不同含义。首先，上文已经论述了字的多义

性不能圆说两“意”的范畴相反，而且就船山这段论述而言，也不能成为“意”字多义乃至

两“意”含义相反的充要依据。 

首先，这段话出自船山《夕堂永日绪论外篇》，在行文上和《夕堂永日绪论内篇》中论

“以意为主”和《古诗评选》、《明诗评选》等具体诗评中论“俱不在意”没有具体的上下文

承袭联系，不能作为两“意”之含义不同的直接依据。 

更重要的是，船山说“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是有具体上下文的： 

“古者字极简。秦程邈作隶书，尚止三千字。许慎说文，亦不逮今字十之二三。字简则

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泳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
2
 

如此，船山字的多义性结论的得出是针对秦汉古字而言的。“古者字极简”，秦时程邈作

隶书只有三千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所录之字也只不过是船山生活时代的十之二三而

已，因为字少所以字义广，所以才“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而船山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其时代之字较秦汉之时在数量上已远为

丰富，所以不能因船山这段话直接推论出船山自身著述中“意”的多义性。 

同时，紧接这段话船山还举了“心”字为例来论述字的多义性，如“心”字因为具体的

语境不同，有“虚灵知觉”、“所存之志”、“所发之意”、“统性情”等多重义
3
。但我们发现，

这些意义都是有内在重叠和承袭的。即使在“古者字极简”的背景下，“心”字的多重含义

还是彼此内在相叠和承袭的，因此更不能因这段话推论出船山之“意”具有含情和不含情、

形象思维和抽象说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含义。 

其四，“俱不在意”乃是针对“俱以意为主”而提出来的，故“意”的含义应该一致。 

船山“俱不在意”之说主要体现在他具体的诗评中。如《古诗评选》中评鲍照《拟行路

难》说： 

“全以声情生色。宋人论诗‘以意为主’，如此类直用“意”相标榜，则与村黄冠、盲

女子所弹唱，亦何异哉？”
4
 

再如《古诗评选》中评张协《杂诗》说： 

“但以声光动人魂魄，若论其命意，亦何迥别？始知以意为佳诗者，犹赵括之恃兵法，

成擒必矣。”
5
 

                                                   
1 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船山全书》第 15 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年，第 856 页。 
2 同上，第 856 页。  
3 同上，第 856 页。 
4 王夫之：《古诗评选》，《船山全书》第 14 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年，第 537 页。 
5 同上，第 704 页。 



《明诗评选》中评高启《凉州词》说： 

“诗之深远广大与夫舍旧趋新也，俱不在意。唐人以意为古诗，宋人律诗绝句，而诗遂

亡。”
1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得出，不论是从行文的外在承接来看，还是从论述的内在逻辑

而言，船山的“俱不在意”之说都是在对“以意为主”之说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而提出来的。

船山批判唐人以意为古诗，宋人以意为律诗绝句，也批判了宋人论诗以意为主，故而提出诗

的本质和精髓“俱不在意”。既然后者是针对前者而提出来的，故我们有理由认为虽然“意”

在船山诗学中具有丰富的内涵，但具体在“俱以意为主”和“俱不在意”这两个命题中，“意”

的含义应该是一致的。 

 

三、两处“意”的相同含义辨析 

 

上文从侧面阐明了两“意”含义不同之说存在的种种不妥，本节将正面论述两“意”的

相同含义。笔者认为，要考察船山“俱以意为主”和“俱不在意”中“意”的含义，有两种

直接的思量方式。一是分析前人“以意为主”的命题，这势必对船山会有影响；二就是如上

文分析所言，要紧扣船山论著的原文来进行剖析。 

“以意为主”非船山首提。早在南朝宋代，范晔就有言“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

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
2
。唐朝杜牧亦言“凡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

辞彩章句为之兵卫”
3
。北宋刘攽《中山诗话》也有“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

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
4
的论述。这些关于“以意为主”的论述，主要表达了几个意思：一

是诗文要以意为主，二是文辞用以表达意，三是意的重要性更胜于文辞。从“以文传意”、

“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等可以看出，这里的“意”都是指创作者心中的意图和诗文作品

的主题和中心思想，可归纳为作者的立意和诗文的旨意。我们认为，前人的这些论述，虽不

一定全部被船山所承袭，但肯定会对船山有所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 

再来看船山原著的相关论述。船山“以意为主”说主要体现在《姜斋诗话•夕堂永日绪

论内编》中，如： 

“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

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
5
 

这段话可以看成船山“以意为主”说的总纲。同时，船山诗论他处对“以意为主”之说

又屡屡呼应，如： 

                                                   
1 王夫之：《明诗评选》，《船山全书》第 14 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年，第 1576 页。 
2 范晔《 狱中与诸甥侄书》，沈约：《宋书（卷六十九）》， 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830 页。 
3 杜牧：《答庄充书》，《樊川文集（卷十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194 页。 
4 刘攽《 中山诗话》，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285 页。 
5 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船山全书》第 15 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年，第 819 页。 



“李杜则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言必有意，意必系衷。”
1
 

“一篇载一意，一意则自一气，首尾顺成，谓之成章。”
2
 

“既以命意成章，则求尽一物、一景、一情、一事之旨，得尽而毕。”
3
 

“言必有意”指诗文文辞都表达着作者的意图和诗文的主旨，而不空洞无物作无病呻吟。

“一篇载一意”，指每篇诗文都有一个中心思想和旨意。“既以命意成章，则求尽一物、一景、

一情、一事之旨”是指要根据作者对诗文的命意来行文成章，阐释透彻诗文关于物景情事的

中心旨意。可见，船山此处所言之“意”是承袭前人“以意为主”之“意”的，指的是作者

的命意和诗文的旨意。 

“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一段则集中阐释了“意”之重要性，对“以意为主”进行了充

分的肯定。诗歌和长行文字，都要有自己的主旨，再根据这个旨意来架构行文。作者的命意

和诗文的旨意是文辞的统帅。没有中心旨意统帅的诗文言辞，就好比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

李白杜甫之所有称为大家，是因为他们每首诗都有中心旨意，都言之有物，而不是空洞无病

呻吟，一味罗列辞藻和堆砌典故。“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这些景物要融入作者

的立意才能有生气，进入作者笔下则要和诗文的旨意相契合，为表达主旨服务，所谓“寓意

则灵”。“齐梁绮语，宋人抟合成句之出处”，没有自己的主旨和立意，只知一味搜求词句来

为诗文，字字必讲究出处，甚至人人都可以按照现成的格律、声韵模板来拼凑诗章，这显然

违背诗歌创作规律，断不能为船山所接受。所以船山言无论诗歌与其它文体“俱以意为主”。

如此，船山“俱以意为主”之“意”指的是作者的命意和诗文的旨意。很多学者也持类似看

法。如戴鸿森先生认为，“意犹帅也”的“意”指的是“将本来各别的字、句、词采、故实

从内容上统一起来的中心主宰”
4
；张少康先生认为，船山强调“以意为主”的“意”是指作

品中具体的“立意”
5
。当然，两位先生还在此基础上对此处“意”的含义进行了深度的阐发，

比如与情结合的意，与象结合的意等。 

再看船山的“俱不在意”。上文已经详细论述“俱不在意”是针对“俱以意为主”而提

出来的，因此两者“意”的含义应该一致。事实上，船山关于“俱不在意”的相关论述原文

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如船山《古诗评选》评张协《杂诗》言“若论其命意，亦何迥别？始知

以意为佳诗者，犹赵括之恃兵法”
6
，显然“意”指的也是诗人的命意和诗文的中心旨意。《明

诗评选》评高启《凉州词》提出“俱不在意”之后，紧跟着分析《关雎》“岂有入微翻新、

人所不到之意哉”
7
，是说《关雎》虽然成为千古名篇，但也并没有细致入微翻陈出新、别人

所想不到的立意，很显然这里的“意”最直接的含义也是指诗文的立意和旨意。 

                                                   
1 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船山全书》第 15 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年，第 843 页。 
2 同上，第 847 页。 
3 王夫之：《唐诗评选》，《船山全书》第 14 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年，第 1048 页。 
4 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47 页。 
5 张少康《王夫之诗歌理论的历史评价》，张少康：《古典文艺美学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第 432 页。 
6 王夫之：《古诗评选》，《船山全书》第 14 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年，第 704 页。 
7 王夫之：《明诗评选》，《船山全书》第 14 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年，第 1577 页。 



因此，我们认为，“俱以意为主”还是“俱不在意”的“意”含义和范畴是相同的，都

是指作者的命意和诗文的旨意。 

 

四、“以意为主”与“俱不在意”非但不矛盾反而绝妙融合 

 

既然两处“意”的含义相同，那么船山一边“俱以意为主”，一边又说“俱不在意”，是

否矛盾呢？ 笔者认为，二者非但不矛盾，反而绝妙融合，联袂道出了诗的本质和精髓。 

（一）诗既“以意为主”又“俱不在意” 

“以意为主”和“俱不在意”之所以不矛盾，一个首要的前提是二者针对的文体范围不

同。这是容易被很多研究者忽略不计的地方，而恰恰又是理解“以意为主”和“俱不在意”

两个命题不矛盾之最不能忽视的地方。 

船山肯定“以意为主”针对的是包括诗歌在内的所有文体。从“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

以意为主”、“一篇载一意……诗赋、杂文、经义有合辙者，此也”等语中我们可以得出，不

论诗歌，还是赋体、杂文、经义及其它长篇文章无一例外都要“以意为主”。诚然，不论何

体文章，都要有自己明确的命意和主旨，才能言之有物，否则就会无病呻吟矫揉造作，失去

为文之意义，古今俱如此。 

而船山“俱不在意”针对的文体仅指诗歌。“以意为主”说见于《姜斋诗话》，“俱不在

意”说则体现在船山具体的诗评评语中。《古诗评选》言“‘以意为主’之说，真腐儒也”
1
，

“宋人论诗‘以意为主’，如此类直用“意”相标榜，则与村黄冠、盲女子所弹唱，亦何异

哉”
2
，“始知以意为佳诗者，犹赵括之恃兵法，成擒必矣”

3
等。《明诗评选》言“诗之深远

广大，与夫舍旧趋新也，俱不在意。唐人以意为古诗，宋人以意为律诗、绝句，而诗遂亡”

4
。很显然，“俱不在意”针对的文体是诗，而且只是诗。 

行文至此，不免豁然开朗。船山“以意为主”指的是诗歌与其它文体都要有自己明确

的立意和主旨，不能无病呻吟言之无物，而“俱不在意”说的是就诗这一文体而言，没有

“意”不行，光有“意”也还远远不行。诗之本体、诗之绝妙绝不在“意”。 

船山举例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岂有入微翻新，人所不

到之意哉？”
5
《诗经》开篇《关雎》虽为千古名篇，但其命意却极其普通。有说其主旨为

“吟咏爱情”，此命意古今中外人人相通，文学作品亦代代相传；有说其旨为“后妃之

德”，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亦俯拾皆是，不可谓不通俗。而《关雎》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篇，显

然不是胜在它的构思立意和诗歌所表达的旨意。 

和《关雎》一样，任何的主体立意和诗歌主旨之意，都是有具体内容和明确意义的。无

                                                   
1 王夫之：《古诗评选》，《船山全书》第 14 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年，第 708 页。 
2 同上，第 537 页。 
3 同上，第 704 页。 
4 王夫之：《明诗评选》，《船山全书》第 14 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年，第 1576 页。 
5 王夫之：《明诗评选》，《船山全书》第 14 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年，第 1577 页。 



论是作者的命意还是诗文的中心旨意，其“意”都是可以分析、可以议论、可以说明、可以

模仿和复制的。诗要有意却不能直说意，因为诗是抒情文体，“长言咏叹, 以写缠绵悱恻之

情, 诗本教也”
1
。诗情是独具气质的彼此各异的各个个体心灵中最自由的情感，诗的立意

和旨意可以被模仿和复制，而诗的情感断然不能，这也就是船山所说的“心灵人所自有，而

不相贷，无从开方便法门，任陋人支借也”
2
，而诗“曲写心灵，动人兴观群怨”，陋人亦“无

从支借”。
3
所以船山言“非程子不能知濂溪如此，非陶令不能自知如此也”

4
，只有程颢才能

见“濂溪一月坐春风中”，只有陶渊明的“当时胸次”才能做出“日暮天无云，春风散微和”

之句。他人断然具备不了陶渊明和程颢的这种胸怀，因而感受不出这样的气象，也断然做不

出具有这种审美意象的诗句。这也正是诗“俱不在意”的动人之处。《关雎》千百年来动人

心灵的也不是其简单通俗的命意，而是鸟鸣相和、参差荇菜、悠悠水流与人心美好情感相互

映照而建构的那种审美意象。 

可见，若说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那么诗无疑是将审美关系的感性、形象性和抒情性

发挥到了纯粹和极致的文体。“以意为主”指的是诗文要有自己的立意和旨意，但如果仅仅

“以意为主”去进行实录、分析、议论、说理，那是赋体、杂文、经义的表现手法，而对天

生情本位和形象思维的诗歌而言，那样的做法只会“桎梏人情, 以掩性之光辉；掩盖诗歌之

精髓”
5
。而文学史上就有很多时期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以引用为诗，这样无疑会使诗最

本性的光辉消失，使得诗不成诗，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船山发出了“唐人以意为古诗，宋人

以意为律诗、绝句，而诗遂亡”这样振聋发聩而又用心良苦的喟叹。也正是从诗的情感本体

出发，我们理解了船山的“以意为主真腐儒也”一点都不为过。 

诗既“以意为主”但其深远广大又“俱不在意”，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船山从文体特征

和表达方式上区别了诗与仅“以意为主”的史、书、经等文体。史要“隐括生色, 而从实著

笔自易”，诗则要“即事生情, 即语绘状”。
6
 “意必尽而俭于辞”是《书》, “辞必尽而俭

于意”乃《诗》。
7
史书等文体一定要把“意”说尽说透，若留有余意则会使读者心生疑惑而

不解，同时文辞俭洁为上，如果过分炫耀文辞则会削弱告诫的意旨；诗却不可“多其意”，

要立意至俭，重要的不是把“意”阐释尽透，而要不遗余力的以文辞和比兴来建构出抒情的

审美意象，给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情感体验和想象空间，所谓“以引人于轻微幽浚之中”
8
。船

山对诗与其它文体的对照区分，更突出了诗的情感本体和感性思维形象思维的表现手法。

“以意为主”而又“俱不在意”，正是船山对诗本质的深刻洞见。 

                                                   
1 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船山全书》第 15 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年，第 829 页。 
2 同上，第 834 页。 
3 同上，第 834 页。 
4 同上，第 820 页。 
5 徐渭《严先生祠》评语。见王夫之：《明诗评选》，《船山全书》第 14 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年，第

1441 页。 
6 王夫之：《古诗评选》，《船山全书》第 14 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年，第 651 页。 
7 王夫之：《诗广传》，《船山全书》第 3 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年，第 506 页。 
8 同上，第 506 页。 



（二）诗不在意而在现量下的妙合无垠意象 

诗不在意，那么在什么呢？就在于不同于其它文体的情感本位的文体特征和形象思维的

表达方式。用船山的话说，就在于诗人在“声光动人”、“生色动人”的当下审美情境中感性、

直觉、直观地“取景遣韵”、“寓目吟成”所表达的一种审美意象。船山说“寓目吟成，不知

悲凉之何以生。诗歌之妙，原在取景遣韵，不在刻意也”
 1
，说“但以声光动人魂魄”

2
，说

诗“乃生色动人，虽浅者不敢目之以浮华”
3
，这都是对这样一种审美意象的具体描述。船山

认为诗之本体、诗之动人处、诗不同于其它文体之精髓就在于这种审美意象。叶朗先生在分

析船山诗学美学思想时说“诗的本体是审美意象，而‘志’‘意’都不等于审美意象。‘志’

‘意’与审美意象是两个东西。一首诗好不好，不在于‘意’如何，而在于审美意象如何”

4
，这实乃是对诗的特性和船山诗学的一种洞彻本质的真知灼见。审美意象是通过在“声光动

人”、“生色动人”的当下情境中“取景遣韵”、“寓目吟成”而构建出来的。这种当下直觉的

审美感兴，船山有一个很好的理论总结，即“现量”： 

“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

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
5
 

在王船山那里，审美意象是在不缘过去作影、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的“现

量”条件下，情生景、景生情最终情景妙合无垠而形成的审美意象。所以，船山认为诗之独

特和精髓不在意，而在“现量”的审美感兴中产生的情景妙合无垠的审美意象。 

综上所述，诗歌之“以意为主”与“俱不在意”在王船山诗论里，非但不矛盾，反而绝

妙的融合在一起。诗之“意”，好比醉翁之酒，无酒不行但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好比

人之饮食，人与动物之生存俱以饮食为主，但人生之意义和乐趣俱不在饮食。诗既“以意为

主”又“俱不在意”，而在现量的审美感兴中产生的情景妙合无垠的审美意象。如此，“俱以

意为主”与“俱不在意”虽“意”含义一致，但二者也并不矛盾反而在船山诗学中绝妙融合，

层层递进步步深入，共同道出了的诗的情感本体和形象思维的本质，这是船山诗学的精彩与

深刻之所在，也是船山对中国古典诗论的总结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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