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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钱谦益深谙佛乘，他以灵心、世运、学问为核心的诗论体系的构建，实

肇基于佛教。具体而言，灵心源于宗密的《原人论》，原指真如佛性如来藏心，

钱谦益借以强调先天禀赋对诗文创作的决定性作用。为了调解灵心和世运、学问

等后天修养间的矛盾，钱谦益借用了《大乘起信论》中的不可思议熏变理论，强

调三者间的互相影响，兼以批判诗坛流弊。“客情既尽，妙气来宅”是熏习功效

的具体呈现，旨在破斥客情俗情，注重真情，并提出了流而后返的佛教化性情解

脱理念。香观说源于《楞严经》中的六根互用学说，强调六根复归灵心之后的妙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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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是明末清初文坛巨擘，身兼文坛盟主与东林党魁。他的文学思想和诗歌创作，在

明清诗文转变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成为清诗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称

“牧斋才大学博，主持东南坛坫，为明清两代诗派一大关键”3，朱则杰称他为“清诗开山鼻祖”

4，诚非虚语。职是之故，关于钱谦益的诗论体系，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热点。孙之梅在《灵

心、世运、学问——钱谦益的诗学纲领》中认为灵心、世运、学问三者互相联系，既包含了

主观情志学养，也包含了客观境遇和时代世运，内容丰富，逻辑严密，构成了一个完备的理

论体系。5其后朴璟兰、翁容、丁功谊、张永刚、朱莉美等诸位同仁在此基础上加以延伸拓

展，对钱谦益诗论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6然而，钱谦益的灵心论到底源出何方？重在强

调先天禀赋的灵心说又是如何统合后天学养和客观境遇？始终成为钱谦益诗论研究中悬而

未决的关键性疑难问题。众所周知，钱谦益学殖深厚，精通三教，立论严谨，深受阎若璩、

梁启超等人推许。他自幼奉佛，晚年几近佞佛，完成了《楞严经疏解蒙钞》等享誉禅林的佛

学巨著。在佛教视阈下重新审查观照钱谦益的诗论体系，不仅可以解决上述难题，而且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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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职是之故，草成拙文，谨请海内外专家学者教

正。 

 

一、灵心说探源 

 

灵心说是钱谦益诗学体系中的核心命题，它的提出，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

在《初学集》卷三十一《李君实恬致堂集序》中，钱谦益首次从诗学批评角度提出了“灵心

说”，其云：“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气，与人之灵心结习而成者也。与山水近，与市朝远；与

异石古木哀吟清唳近，与尘埃远；与钟鼎彝器法书名画近，与时俗玩好远。故风流儒雅、博

物好古之士，文章往往殊邈于世，其结习使然也。”1在此，钱谦益认为“天地英淑之气”和“灵

心”是构成文章的两个关键要素。“天地英淑之气”指异石、古木、哀吟、清唳、钟鼎、彝器、

法书、法画等远离市朝、时俗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而“灵心”的内涵则尚不明晰。入清以

后，他继续对灵心说进行了补充。在《有学集》卷十八《梅杓司诗序》中，钱谦益认为学诗

之道有可学而能、可思而致者，“若夫灵心俊气，将迎怳忽，稟乎胎性，出之天然。其为诗

也，不矜局而贵，不华丹而丽，不钩棘而远。不衫不履，粗服乱头，运用吐纳，纵心调畅。

虽未尝与捃摭搯擢者炫博争奇，而学而能、思而致者，往往自失焉。”2在此，钱谦益明确表

示，“灵心”是“稟乎胎性，出乎天然”，是诗人与生俱来的先天禀赋，非学问思虑可致。顺治

十三年（1656）八月十二日，他在《题族孙遵王破山断句诗后二首》中进而提出：“诗家之铺

陈攒俪，装金抹粉，可勉而能也。灵心慧眼，玲珑漏穿，本之胎性，出乎豪端，非有使然也。”

3同年所作的《题杜苍略自评诗文》中，他又提出了灵心、世运、学问三者结合的诗论体系，

其云：“夫诗文之道，萌折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三者相值，如灯之有炷有油

有火，而焰发焉。”4三者中，灵心作为诗文之道的初始，无疑成为了世运、学问的基础。顺

治十三年（1656）正月三日，在钱谦益为周亮工所作的《赖古堂宝画记》中，对灵心说进行

了全面的阐释，其云： 

 

古之高人胜流，蜚遯遗俗者，其神情兴奇，必栖讬于山水。或清斋燕处，未遑登涉，

往往以图画代之。如渊明之诗所谓“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者是也。人生此世界，沈

埋立浊恶世。市廛桎其身，名利梏其心，如蛣蜣转丸，不能自出。惟是栖名山，临大川，

空灵秀发之气，吸而取之，可以滌荡尘俗，舒写道心。若乃天外数峰，云山一角，烟岚

云物，涌现笔墨间者，化工妙韵，与方寸灵心，熏染映望相逼而出。向子平之五岳，宗

少文之四壁，著屐非遥，卧游非近，此可与解人道也。……无始来，二气与业识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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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人身。此心识所变之境，一分与心识和合成人，一分即是即是山河大地国邑。山河

大地皆依第八业识变现，而画家之灵心妙韵涌现笔墨间者，由觉人观之，比之于山河大

地，不尤近乎？1 

 

在此文中，钱谦益对自然山水、山水图册、作者、观者四者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展现了由

自然山水至山水图画的创作过程以及由作者至观者的品鉴过程。首先，他从山水画创作过程

出发，认为作者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游赏品鉴，体悟世间哲理，滌除世俗之气，陶冶灵心，进

而将对山水景物和世出世间哲理的体悟，通过山水图册展现出来。换而言之，山水画是自然

山水与作者灵心的结晶。其次，他从山水图画品鉴的角度，认为观者通过山水画作的欣赏，

不仅可以深入体察图画作者对山水哲理的领悟，也可借此达到与亲临自然山水般滌除俗情、

陶冶心神的妙用。不管是创作还是品鉴，唯有宿秉灵心者方可发现山水之美，体悟作者之心。

换而言之，灵心也就成为山水创作与品鉴中的核心要素。为了更好地说明山水、图画、作者、

观者之间的关系，钱谦益借用了佛学理论进行了二次阐释。他认为人身是阴阳二气与业识和

合的产物。业识的一部分与心识和合成人，另一部分则映现为山河大地。蕴含于作者内心的

山水，比外部的自然山水更加接近心性本体。观者通过山水图画的观赏，便能直接体悟灵心

妙理。钱谦益在此不仅对“灵心说”进行了详细地阐释，同时也为考察“灵心说”的理论来源提

供了重要的线索。 

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曾说：“牧斋之文，无一字无来处。”2钱谦益儒释道三教

兼通，学识渊广。金鹤冲在《钱牧斋先生年谱》中曾引清代考据学奠基者阎若璩之语云：“阎

百诗曰：‘吾从海内读书者游，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仅仅得三人焉，曰钱牧

斋宗伯也，顾亭林处士及黄南雷而三。’又曰：‘何尝有第四人？’”3钱谦益生平倡导通经汲古，

学有本源，反对空疏浮泛之学，灵心说也非空穴来风。详考《赖古堂宝画记》中所论“灵心”，

实出于唐代高僧宗密的《原人论》，其云： 

 

然所禀之气，展转推本，即混一之元气也；所起之心，展转穷源，即真一之灵心

也。究实言之，心外的无别法，元气亦从心之所变，属前转识所现之境，是阿赖耶相

分所摄，从初一念业相，分为心、境之二。心既从细至粗，展转妄计，乃至造业。境

亦从微至著，展转变起，乃至天地。业既成熟，即从父母禀受二气，与业识和合，成

就人身。据此则心识所变之境，乃成二分：一分即与心识和合成人，一分不与心识和

合，即成天地、山河、国邑。三才中唯人灵者，由与心神合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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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人论》为唐代华严宗五祖宗密所作，书中详论儒、释、道三教之异同，最后以佛教中一

乘显性教统一儒、道和佛教其他教派。上文所引则为宗密论述人的形成过程。他认为由业力

形成人的形体和心识。心识变现之境，分为正报（即有情众生）和依报（即客观世界）。正

报是由心识与业因和合而生成人，依报是心识不与业因和合，形成天地、山河、国邑等客观

世界。不难看出，宗密所谓的“真一灵心”、“一真灵性”，即佛教中常说的如来藏心真如佛性。

通过与《赖古堂宝画记》两相比勘可以发现，钱谦益“灵心说”实际上源自《原人论》。此外，

钱谦益在顺治八年（1651）至顺治十七年（1660）完成的《楞严经疏解蒙钞》卷四、卷十中，

先后三次引用《原人论》疏释《楞严经》，足见他的《原人论》的熟谂。1除了《李君实恬致

堂集序》外，《有学集》中涉及“灵心说”的文章，均写作于钱谦益疏释《楞严经》时期，也就

成为其“灵心说”源出于《原人论》的重要佐证。 

《原人论》中的“如来藏”，是梵语复合词“tathāgata-garbha”之意译，“tathāgata”意为“如来”，

“garbha”为“胎藏”，借哺乳动物在母胎成长，喻指众生身中本自具有如来的胎藏，都有成佛的

可能。故《如来藏经》云：“彼善男子、善女人，为于烦恼之所凌没，于胎藏中有俱胝百千诸

佛，悉皆如我。”2如来藏九喻中，也就出现了贫女怀圣胎喻，“譬如贫女人，色貌甚庸陋，而

怀贵相子，当为转轮王。七宝备众德，王有四天下。”3贫女所怀贵子，即如来藏。 

为了对“灵心说”予以更为详细地阐释，钱谦益又借用与如来藏语义相近的“藏识”、“胎性”、

“异熟识”等佛教语汇。如《书旧藏宋雕两汉书后》云：“尔时重见此书，始知佛言昔年奇物，

经历年岁，忽然覆睹，记忆宛然，皆是藏识变现，良非虚语。”4《耦耕堂诗序》中云：“丧乱

之后，归心空门，世间文字，都不省忆。惟孟阳清词丽句，尚巡留藏识中。”5论“胎性”者，

如《高念祖怀寓堂诗序》中云：“文章之菁华，与名理之苕颖，皆成于胎性，根于种智。”6《萧

伯玉墓志铭》中云：“盖俗之为病，根乎胎性，成于熏习，实多生异熟所为，非气力学问所可

驱遣。”7此外，宗密的“灵心”作为“如来藏”另一表述，本含统合三教之意。钱谦益在文论中，

对道教中含有“胎藏”之意的“结胎”，亦加以借用。《题遵王秋怀诗》云：“予谓此非学问之误，

乃胎性使然也。仙家言胎性舍于营卫之中，五藏之内，虽获良针，故难愈也。今诗人胎性凡

浊，熏于荣卫五藏，虽有《文选》、唐诗以为针药，适足长其焰烟、助其繁漫耳。”8《陈百史

集序》中所云：“子亦知道家结胎之说乎？古之学者，六经为经，三史六子为纬，包孕陶铸，

精气结轖。发为诗文，譬之道家圣胎已就，飞昇出神，无所不可。今人认俗学为古学，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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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命于其中，凡胎俗骨，一成不可变，望其轻身霞举，其将能乎？”1 

佛教中的“灵心”、“藏识”、“胎性”及道教中的“结胎”，考其语义内涵，均带有先天性、本

原性。钱谦益借以论诗，强调先天禀赋对诗人的决定性作用。如《梅杓司诗序》中认为诗歌

中“骈枝俪叶，取材落实，铺陈扬厉，可以学而能也。劌目鉥心，推陈拔新，经营意匠，可以

思而致也。”2唯有诗人之灵心俊气，“禀乎胎性，出之天然”，“其为诗也，不矜局而贵，不华

丹而丽，不衫不履，粗服乱头，运用吐纳，纵心调畅，虽未尝与捃摭搯擢者炫博争奇，而学

而能，思而致者，往往自失焉。”3《题族孙遵王破山断句诗后二首》中亦云：“诗家之铺陈攒

俪，装金抹粉，可勉而能也”[4]，唯有灵心慧眼，非有使然。在《梅村先生诗集序》中，钱谦

益提到为诗之道，“有不学而能者，有学而不能者，有可学而能者，有可学而不能者，有学而

愈能者，有愈学而愈不能者。有天工焉，有人事焉。”[5]所谓“可学而不能”，指吴梅村“识趣正

定，才力宏肆，心地虚明”，天地之物象与古今之文心名理，“陶冶笼挫，归乎一气，而咸资

以为诗。”同为“玄黄金碧”，“么弦孤韵”，在梅村则为神丹，为活句，在他人则为“掇拾之长物”，

“偷句之钝偷”，而灵心显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二、熏习说 

 

钱谦益以灵心论为中心，强调诗人先天禀赋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极为重视世运、学问

等后天因素，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诗学理论体系，“诗文之道，萌折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

长于学问。三者相值，如灯之有炷有油有火，而焰发焉”。6所谓“世运”，强调客观境遇、时

事迁变对创作主体的影响，认为诗文创作唯有受到身世遭际、社会治乱、国家兴衰等外在境

遇的激荡感发，才能产生创作欲望，付诸吟咏，形诸诗歌。《虞山诗约序》中云：“古之为诗

者，必有深情畜积于内，奇遇薄射于外，输囷结轖，朦胧萌折，如所谓惊澜奔湍，郁闭而不

得流；长鲸苍虬，偃蹇而不得伸；浑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明星皓月，云阴蔽蒙而不

得出。于是乎不能不发之为诗，而其诗亦不得不工。”7所谓“学问”，强调对创作主体学养的

重视，提倡诗有本源，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探源讨流，由博返约。《冯已苍诗序》中说：

“孟子不云乎：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又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余

以此为诗之法也。抒山之言曰：取由我衷，得若神表。文外之旨，但见性情，不睹文字。严

羽卿以禅喻诗，归之妙悟，此非所谓自得者乎？说约者乎？深造也，详说也，则登山之蹊，

渡水之筏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得之者妙无

                                                   
1 [清]钱谦益

：《陈百史集序》，
《牧斋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677 页。 

2 [清]钱谦益
：《梅杓司诗序》，

《有学集》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791 页。 

3 [清]钱谦益
：《梅杓司诗序》，

《有学集》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791 页。 

4 [清]钱谦益
：《题族孙遵王破山断句诗后二首》，

《物斋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11 页。 

5 [清]钱谦益
：《梅村先生诗集序》，

《有学集》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756 页。 

6 [清]钱谦益著，钱仲联标校：《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594-1595 页。 
7 [清]钱谦益：《初学集》卷三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923 页。 



二门，失之者邈若千里。此下学之径术，妙悟之指归也。”1钱谦益的诗歌也呈现出浓厚的学

问化倾向。王应奎《柳南续笔》中载：“汪钝翁与某宗伯颇多异议。一日与吾邑严白云论诗，

谓白云曰：‘公在虞山门下久，亦知何语为谛论？’白云举其言曰：‘诗文一道，故事中须再加

故事，意思中须再加意思。”2据陆海旸《钱谦益后期诗歌研究》统计，在《有学集》1400 首

诗中，运用典故 3138 次，征引典籍 679 种。此仅以钱仲联标校的《有学集》钱曾注为基础，

尚不含周法高《足本钱曾牧斋诗注》中所增及钱曾未注之典。足见钱谦益诗歌中所用典故的

广度与深度，是同时诗人难以企及的。 

显然易见，灵心强调的是先天禀赋对创作主体的决定性作用，世运与学问强调后天学养、

遭际对创作主体的影响。三者之间，形成了逻辑上的悖论。一方面，钱谦益强调灵心的先天

性、决定性、不可变更性；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学问、世运对创作主体的重要影响。为了调

和三者间的关系，使之成为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他巧妙地借用了佛教的熏习说。《高念祖

怀寓堂诗序》中说： 

 

余谓诗文之道，势变多端，不越乎释典所谓熏习而已。有世间之熏习，韩子之所谓

“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者是也。有出世间之

熏习，佛氏所谓“应以善法扶助自心，应以法水润泽自心，应以境界净治自心，应以精

进坚固自心，应以忍辱坦荡自心，应以智证洁白自心，应以智慧明利自心”者是也。世

间之熏习，念祖胚胎前光，固已学而能之矣。出世间之熏习，则念祖于琮公，谘决扣击

者，故当朝夕从事焉。而世间诗文宗旨，亦有外乎是乎？《易》曰：“拟议以成其变化。”

而至于变化，则谓之不思议熏不思议变，而疑于神矣。韩子之云根茂实华，膏沃光晔者，

亦是物也。世间与出世间，亦岂有二道乎？3 

 

佛教中的“熏习”，亦作“薰习”，是梵语 vāsanā、pravṛti 或 vabhyāsa 的意译。熏习最早在部派

佛教时期已经出现，然最终完成是在唯识宗。《成唯识论》卷二云：“依何等义立熏习名？所

熏、能熏各具四义，令种生长，故名熏习”，“如是能熏与所熏，识俱生俱灭，熏习义成。令

所熏中，种子生长，如熏苣蕂，故名熏习。”4窥基《成唯识论述记》中亦释云：“熏者，击发

义。习者，数数义。由数数熏发有此种故。”5简言之，现行激发阿赖耶识，在促进原有种子

生长的同时，进而形成新种子的熏发作用，称为熏习。此外，《大乘起信论》中提出了一种

与唯识学不同的熏习说，其云：“有四种法，染法、净法起不断绝。云何为四？一者净法名为

真如。二者一切染因，名为无明。三者妄心，名为业识。四者妄境界，所谓六尘。熏习义者，

如世间衣服，实无于香。若人以香而熏习故，则有香气。此亦如是。真如净法实无于染，但

                                                   
1 [清]钱谦益：《初学集》卷四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087 页。 
2 [清]王应奎：《柳南随笔·续笔》，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39 页。 
3 [清]钱谦益：《高念祖怀寓堂诗序》，《有学集》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751 页。 
4 [唐]玄奘译

，
韩廷杰校释

：
《成唯识论校释》卷二，北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128 页。 

5 [唐]窥基
：
《成唯识论述记》卷三，《大正藏》第 43 册，第 242 页中。 



以无明而熏习故，则有染相。无明染法，实无净业，但以真如而熏习故，则有净用。”1与唯

识学中的熏习说相比，差别还是很明显的。首先，唯识学“能熏四义”规定了能熏体必须具备

有生灭、有胜用、有增减等条件，将其限定在有为法中；《大乘起信论》则认为无生灭之真

如，亦具能熏之用。其次，唯识学认为受熏体应是无覆无记的，是非善非恶的，《起信论》

认为纯净至善之真如与杂染之无明亦可受熏。再次，唯识学中，所熏之体应是虚疏不实的，

恒常不变之真如体性，不能受熏；《起信论》则认为真如亦可受熏。正因如此，历代高僧在

疏解《起信论》中，提出了“不思议熏”与“不思议变”的概念。2唐代法藏的《大乘起信论义记》

卷三云：“不思议熏者，谓无明能熏真如，不可熏处而能熏，故名不思议熏。又熏即不熏，不

熏之熏名不思议熏。不思议变者，谓真如心受无明熏，不可变异而变异，故云不思议变。又

变即不变，不变之变，名不思议变。”3《大乘起信论》中提到的无明能熏真如，本不可熏（变）

而今可熏（变）者，此论打破了唯识学中熏习之常规，故以“不思议”名之。 

在《高念祖怀寓堂诗序》中，钱谦益将熏习分为世间熏习与出世间熏习两个层面。世间

熏习，他借用韩愈《答李翊书》4，强调日常涵养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其中也就包含了世

运与学问。出世间熏习，钱谦益借用了唐实叉难陀翻译的《华严经》卷六十三《入法界品》

之语，强调佛教思想和行持对文学创作的助益之功。而“不思议熏不思议变”，则承袭自《大

乘起信论》中“熏习说”。在与吴梅村的信中，钱谦益也提到了“不思议熏”，其云：“天人之际，

可学不可学之介，出自心神，本乎习气。真如内典所谓多生异熟，不思议熏习者，庶几无几

倖其不能，而镞砺其可学，为斯人少分箴砭，提醒眼目耳。”5“可学不可学”，指《梅村先生

诗集序》中“以为诗之道，有不学而能者，有学而不能者，有可学而能者，有学而愈能者，有

愈学而愈不能者。有天工焉，有人事焉。”6然“学”与“不可学”，均出于心神，本乎习气，虽多

生异熟，然通过不可思议熏进而达到不可思议变的奇妙境界。本不可熏而熏，本不可变而变，

他在《赠别胡静夫序》中进行了阐释：“南海陈元自恨不学，晨夕陈《五经》拜之，久之忽能

识字。盖圣贤之神理，与吾人之灵心，熏习传变，所谓如染香人身有香气，非人之所能与也。

多读书，深穷理。严氏之绪言也，请以长子。”7晨拜五经而能识字，本不可变的“灵心”与圣

贤的神理互相熏习，便能产生奇妙的境界。“多书读，深穷理”中，表露出对学问之重视。与

“灵心”的先天决定论相比，熏习说无疑也就成为沟通灵心与世运、学问的桥梁，使三者密合

无间，融汇成一个完整的诗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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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清]钱谦益：《赠别胡静夫序》，《有学集》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898 页。 



三、客情既尽，妙气来宅 

 

“客情既尽，妙气来宅”是钱谦益诗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在《空一斋诗序》中云：“季

华少习禅支，晚为清众，几案皆旁行四句之书，将迎多赤髭白足之侣。静拱虚房，永怀支遁。

陵峰採药，希风道猷。所谓客情既尽，妙气来宅者與？其为诗也，安得而不佳？”1《赠别胡

敬夫序》中说：“刘子曰：‘客情既尽，妙气来宅。’静夫其将进于道乎？不徒贤于世之君子也。”

2《香观说书徐元叹诗后》云：“元叹摆落尘坌，退居落木庵，客情既尽，妙气来宅，如薛瑶

英肌肉皆香，其诗安得而不香？”3 

显然，“客情既尽，妙气来宅”是在借鉴刘禹锡“客尘观尽，妙气来宅”基础上而提出的。

刘禹锡在《送僧无暠南游并引》，其云：“予策名二十年，百虑而无一得。然后知世所谓道无

非畏途。唯出世间法可尽心耳。由是在席砚者多旁行四句之书，备将迎者皆赤髭白足之侣。

深入智地，静通道源。客尘观尽，妙气来宅。内视胸中，犹煎鍊然。”4“客尘”是梵语“akasmā

t-kleśa”的意译，又称客尘烦恼，相对于“自性清净”而言。关于“客”、“尘”之意，《楞严经》卷

一云：“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烦恼所误。……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

食，食宿事毕，俶装前途，不遑安住，若实主人自无攸往。如是思维，不住名‘客’，住名‘主

人’，以不住者，名为‘客’义。又如新霁，清旸升天，光入隙中。发明空中诸有尘相，尘质摇

动，虚空寂然。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摇动名‘尘’。以摇动者，名为‘尘’义。”5也就是说，相

对于“主”（自性清净心）而言，“客”是不住的，是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的；相对于澄寂的虚空

而言，“尘”是摇动的。烦恼有如尘土般，盖覆在自性清净心上，使本有的澄寂本体不得显现，

这就是“众生不成菩萨及阿罗汉”之因。若想除去“客尘”，必须借助于佛教中的“观”。“观”为梵

语“vipaśyanā”的意译，指佛教中“定”、“慧”二法中的“慧”，用寂静之慧，观察根尘内外诸法，

成就三昧，进趣菩提。智顗的《摩诃止观》卷三中，释“观”有三义：贯穿义（智慧利用穿灭

烦恼）、观达义（观智通达契会真如）、对不观观（通约智断相待明观）。在“止”、“观”二法中，

“止”只能停止攀缘，止息烦恼，使其不再生起；“观”则可从根本上断除烦恼，显发乃至于返

归真如本有明净之体。6此由迷到悟的过程，也就是刘禹锡所说的“深入智地，静通道源。客

尘观尽，妙气来宅。” 

钱谦益改“客尘观尽”为“客情既尽”，虽有两字之差，却有数义之别。首先，“客尘”指一切

烦恼而言，“客情”则专注于“情”。其次，“观尽”指通过智慧观照来消除客尘烦恼的过程；“既

尽”则是具体结果，即客情已经除去，妙气才会来宅。显而易见，“客情”是与“真情”相对而言，

是他对前后七子诗中伪情、俗情的批判。进而言之，为消除客情、俗情，诗人必须经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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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赖永海，杨维中译注：《楞严经》，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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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斥”、“淘汰”的过程。1首先，他强调并肯定性情，认为性情是诗歌之本。《严印持废翁诗稿

序》中所云：“作为歌诗，往往原本性情，铺陈理道，讽喻以警世，而讬寄以自广，若释然于

功名身世之际。”2《王元昭集序》云：“古之作者，本性情，导志意，谰言长语，《客嘲》《僮

约》，无往而非文也。涂歌巷舂，春愁秋怨，无往而非诗也。”3在“人”和“诗”之间，他反对刻

意雕琢，为诗造情，“古云诗人，不人其诗而诗人者，何也？人其诗，则其人与其诗二也，寻

行而数墨，俪花而斗叶，其于诗犹无与也。诗其人，而其人之性情诗也，形状诗也，衣冠笑

语，无一而非诗也。”4若“人”“诗”合一，诗歌成为自我性情的真实抒写，先有真情而后有真诗，

虽无意为诗而诗自工。《王元昭集序》中云：“有低回萌折不可喻之情，有峭独坚悍不可干之

志，而后有淋漓酣畅不可壅遏之诗文。”5在性情与学问之间，性情为学问之本，学问仅仅是

性情的外在装饰而已，“夫诗之为道，性情之与学问，参会而成者也。性情者，学问之精神

也。学问者，性情之孚尹也。”6 

钱谦益在诗论中不仅鼓吹性情，而且肯定了诗歌中的爱情抒写。在《注李义山诗集序》

中，钱谦益提出世界为有情世界，终生为有情众生。唯有经过欲火的焚烧与爱流的飘鼓，才

能真正断除情欲，悟入佛智，达到自在解脱的境地，“佛言众生为有情。此世界，情世界也。

欲火不烧则不干，爱流不飘鼓则不息。诗至于义山，慧极而流，思深而荡。流旋荡复，尘影

落谢，则情澜障而欲薪烬矣。……宁公称杼山能以诗句牵劝，令入佛智，吾又何择于义山乎？”

7《朱长孺笺注李义山诗序》也说：“又谓其绮靡穠艳，伤春悲秋，至于春蚕到死，蜡炬成灰，

深情罕譬，可以涸爱河而干欲火。”8值得注意的是，钱谦益在写作《注李义山诗集序》时，

“方繙阅《首楞》，抛弃世间文句。”尤为明显的是，钱谦益在《楞严经疏解蒙钞》中，将历来

视为贱女、淫女的摩登伽，全新诠释为“般若导师”，是阿难在修证过程中重要的助缘，“若非

登伽一番遣摄，阿难多闻藏海，历劫依然，未必能猛利破除，熏修无漏也。因病以发药，则

恶呪乃瞑眩之良剂；借昏而扶照，则淫女即般若之导师。”9在以酒、色、诗、禅为核心的晚

明风流的影响下，身为“风流教主”的钱谦益，对诗歌中的爱情、情欲书写，极为豁达。他在

《李缁仲诗序》中，提出了“流而后返”的解脱路径，“伶玄不云乎，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

慧则通，通则流，流而后返，则所谓发乎情而止乎理义者也。佛言一切众生皆以淫欲而正性

命，积劫因缘，现行习气，爱欲钩牵，谁能解免？而慧男子尤甚。向令阿难不入摩登之席，

无垢光不食淫女之咒，则佛与文殊，提奖破除，亦无从发启。”10李缁仲为其挚友李流芳的兄

                                                   
1 参陈洪：《清初文论中的佛学影响》，《南开学报》1996 年第 6 期，第 51-53 页。 
2 [清]钱谦益：《严印持废翁诗稿序》，《初学集》卷三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951 页。 
3 [清]钱谦益：《王元昭集序》，《初学集》卷三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932 页。 
4 [清]钱谦益：《邵幼青诗草序》，《初学集》卷三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935 页。 
5 [清]钱谦益：《王元昭集序》，《初学集》卷三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933 页。 
6 [清]钱谦益：《尊拙斋诗集序》，《牧斋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659 页。 
7 [清]钱谦益：《注李义山诗集序》，《有学集》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704 页。 
8 [清]钱谦益：《注李义山诗集序》，《有学集》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705 页。 
9 [清]钱谦益：《楞严经疏解蒙钞》卷首之二，《卍续藏经》第 2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96 页

下。 
10 [清]钱谦益：《李缁仲诗序》，《有学集》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838 至 839 页。 



弟，早年多风人之致，在青楼红粉中做有情痴，最终归向空门，无疑成为“流而后返”理论的

实践者。然其理论根源，依然在《楞严经疏解蒙钞》中，卷四云：“欲因爱生，命因欲有。众

生受命，还依欲本。爱欲为因，性命为果。”1卷六亦云：“皆因淫欲正性命者，此中‘性’字，

不是真灵之性，意说人中性命也。‘淫’谓躭染爱著，但是情染，总得名淫。纵使化生，亦依

业染。”2爱欲为轮回根本，众生因爱欲而生，性命亦因爱欲而正。唯有经欲爱之洗礼，知欲

爱非真，然后自然知止，返归正道，归于正觉。维摩诘入于淫舍，目的在于“示欲之过”，他

“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的弘道方式，将“欲”视为化度众生的

一种方便，与钱谦益之论宛然同出一辙。 

 

四、香观说 

 

香观说作为钱谦益诗学批评中的重要概念，涉及到鼻、眼二根的通感，其理论依据在于

佛教中的六根互用。所谓六根互用，指“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远离污染而得清净，

则六根一一具有他根之用。”3《涅槃经》卷二十三云：“如来一根，亦能见色、闻声、嗅香、

别味、觉触、知法。”4在《楞严经》卷四中，佛陀引导阿难勘辨烦恼根本，认为眼、耳等六

根自劫家宝，众生由此缠缚世间，不能超越。六根功能虽各不相同，但若其中一根脱离世间

诸相的黏缚，返归心源，其余五根同时得到解脱，“但于一门深入，入一无妄，彼六知根一时

清净”5，“随拔一根，脱黏内伏，伏归元真，发本明耀。耀性发明，诸余五黏应拨圆脱。”6六

根脱黏返净，不再随顺十二种尘相生起妄知妄见，明耀清净，自在无碍，其中的任何一根也

就具备了其他五根的功用。在《楞严经》中，还记载了一批六根互用修行的典范，如“阿那律

陀无目而见，跋难陀龙无耳而听，殑伽神女非鼻闻香，骄梵钵提异舌尝味，舜若多神无身觉

触。”7此外，憍陈那五比丘因声悟道，优婆尼沙陀因色悟道，香严童子闻香悟道，药王、药

上二法王子尝味悟道，跋陀婆罗因触悟道，等等。宋代随着文士参禅之风的盛行，六根互用

对文人的生活情趣、文学创作及审美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楞严经》中香严童子闻

香入道的经历，成为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香观说”（也称“鼻观说”）的经典依据。黄

庭坚的“香寒明鼻观”、“云何起微馥，鼻观已先通”、“鼻观自如，诸根自例”，最早将“鼻观说”

引入诗文创作中。8 

钱谦益熟谙佛教内典，十八岁始阅《楞严》，并有楞严秀才之称。他编集的《紫柏尊者

                                                   
1 [清]钱谦益：《楞严经疏解蒙钞》卷四之一，《新编卐续藏经》第 21 册，第 329 页上。 
2 [清]钱谦益：《楞严经疏解蒙钞》卷六之三，《新编卐续藏经》第 21 册，第 472 页下。 
3 慈怡等编：《佛光大辞典》，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 年，第 1284 页下。 
4 [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三，《大正藏》第 12 册，第 503 页上。 
5 赖永海主编：《楞严经》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159 页。 
6 赖永海主编：《楞严经》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164 页。 
7 赖永海主编：《楞严经》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165 至 166 页。 
8 参周裕锴：《“六根互用”与宋代文人的生活、审美及文学表现——兼论其对“通感”的影响》，《中国社

会科学》2011 年第 6 期，第 136 至 153 页。 



别集》中，言及六根互用者颇多。如《观世音赞》：“音可以观，色可以听，二根如是，余则

皆然，是以菩萨，六尘圆通，六根互用”1，《示范君昭》诗云：“处处青山有白云，此回何处

更逢君。流泉若使眼根听，始信《楞严》非见闻。”2钱谦益晚年，随着六根感官功能的衰退，

饱受耳聋目瞆之苦，表现六根互用的文字大量出现。眼与六根互用者，如“佛言阿那律陀无

目而视。夫曰无目而视，则世之有目而无视者多矣。律陀牛头天眼，能见三千大千世界。石

初清斋晏晦，内视迢然，四部五车，如观掌果。佛言无目而视，岂不信乎？”3；眼耳互用者，

如“一灯遥礼潮音洞，梵呗从今用眼听”4；手口互用者，如“手亦能念，口亦能写，手口互用，

无有分别”5；眼鼻互用者，如“烟销鹊尾佛灯红，梦断钟残鼻观通”。6凡此之类，足见钱谦益

对六根互用学说的熟悉。他借用耳鼻互用以“香观”论诗，也就不足为怪了。 

“香观说”是钱谦益晚年颇为自得的批评理论。他的《香观说书徐元叹诗后》写成后，随

即寄给了徐波和继起弘储。《后香观说》写成后，他再次寄与弘储，并让徐波前往查看，“《后

香观说》，在上人（弘储）函中，可索一看。诸俟面时，方可倾倒耳。”7在此两篇文字中，钱

谦益对“香观说”进行了详细地阐释。《香观说书徐元叹诗后》中云： 

 

余老嬾不耐看诗，尤不耐看今人诗。人间诗卷，聊一寓目，狂华乱眼，蒙蒙然隐几

而卧。有隐者告曰：“吾语子以观诗之法，用目观，不若用鼻观。”余惊问曰：“何谓也？”

隐者曰：“夫诗也，疏瀹神明，洮汰秽浊，天地间之香气也。目以色为食，鼻以香为食。

今子之观诗以目，青黄赤白，烟云尘雾之色，杂陈于吾前，目之用有时而穷，而其香与

否，目固不得而嗅之也。吾废目而用鼻，不以视而以嗅。诗之品第，略与香等。或上妙，

或下中，或斫锯而取，或煎笮而就，或熏染而得。以嗅映香，触鼻即了。而声色香味四

者，鼻根中可以兼举，此观诗方便法也。”余异其言而谨识之。8 

 

《后香观说书介立旦公诗卷》中云： 

 

余用隐者之教，以鼻观论诗，作《香观说》序元叹诗卷。灵岩退老叹曰：“此六根

互用，心手自在法也。”金陵介立旦公,遗其徒携所著诗，属余评定。余自己丑读《江上

诗》，叹其孤高清切，不失蔬筍气味，庶几道人本色。今十馀年矣。余昔者论诗以目观，

今以鼻观。余之观诗者，已非昔人矣。旦公之诗，所谓孤高清切，不失蔬筍气味者，有

以异乎？无以异乎？曰：“无以异也。”古人以苾蒭喻僧。苾蒭，香草也。蔬筍，亦香草

                                                   
1 [清]钱谦益纂阅：《紫柏尊者别集》卷二，《新编卐续藏经》第 127 册，第 108 页下。 
2 [清]钱谦益纂阅：《紫柏尊者别集》卷二，《新编卐续藏经》第 127 册，第 119 页下。 
3 [清]钱谦益：《知非堂诗集序》，《牧斋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416 页。 
4 [清]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其四，《有学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638-639 页。 
5 [清]钱谦益：《慈门上人书华严经偈》，《初学集》卷八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744 页。 
6 [清]钱谦益：《和烧香曲》，《有学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628 页。 
7 [清]钱谦益：《与徐元叹》，《牧斋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252 页。 
8 [清]钱谦益：《香观说书徐元叹诗后》，《有学集》卷四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567 页。 



之属也。为僧者，不具苾蒭之德，不可以为僧。僧之为诗者，不谙蔬筍之味，不可以为

诗。旦公具苾蒭之德，而谙蔬筍之味者也。其为诗也，安得而不香。吾规规于目观，以

色声求旦公之诗，偏弦独张，清唱寡和，诚不欲与繁音缛绣、争妍而赴节。若夫色天清

迥，花露滴沥，猿梵应呼，疏钟殷床。于斯时也，闻思不及，鼻观先参。一韵偶成，半

偈间作。香严之观，所谓清斋晏晦，香气寂然来入鼻中者，非旦公孰证之？非鼻观孰参

之？吾今取旦公诗，尽摄入香界中，用是以证成吾之香观也，不亦可乎？1 

 

不难看出，香观说是鼻眼二根脱离外在尘染、返归灵心后的妙用，其立论根基在于六根互用。

然有“香”方能“观”，何者为“香”，也就成为了“香观说”的前提和基础。《后香观说》是钱谦益

评价大报恩寺修藏社僧人介立旦公之作，也就代表了钱谦益的僧诗批评理念。他认为僧人诗

歌之“香”，贵在僧诗中显发出的蔬筍气。他在《普福昌上人诗序》中说：“吾谓世之为僧者，

知所以为僧，而后知所以为诗。为诗僧者，知所以为诗之僧，而后知所以为僧之诗”，“向所

谓蔬筍之气，不离本色，其应病之药乎？”2在此，钱谦益一反宋代苏轼等人对蔬筍气的批判，

鼓吹并肯定蔬筍气，无疑是强调僧诗贵在保持僧人的本色，先为僧而后为诗，而非斤斤计较

于繁音缛绣、争妍赴节，以声律辞采为能事。此为僧诗之“香”。 

此外，在《范长倩石公集序》中，钱谦益将范氏之文喻为质多罗树，坐其下者染香而不

能去，又如雪山女神的歌声，使五百仙人心逸而不自持，认为“诗文之妙，固无事襞绩鞶帨．．．．，

而能使人口耳邮传，色飞神解”3。旨在强调作品中不事辞藻、“天然去雕饰”的自然清新之风。

在《题交芦言怨集》中，钱谦益借“合德之体自香”，道出“古人之诗，以天真烂熳自然而然者

为工，若以剪削为工，非工于诗者也”，以此作为编选《吾炙集》的标准。在《杨弱生且吟

序》中，他认为茉莉花因“清净离秽，腾芬散馥，残异于凡草木也”4，成为西天供佛的首选。

受其品性的薰染，“其为诗也，宜素而馨”，“亦殊而丽”，清香靓妆，便娟旖旎，如素女雪儿

般，舍其艳质而留其素朴，强调质朴天然而又清丽的诗风。在《题冯子永日草》中，钱谦益

认为真正的“艳”当如李商隐之诗，“其心肝腑臓，竅穴筯脉，一一皆绮组缛绣，排纂而成，泣

而成珠，吐而成碧”；亦如“古之美人，肌肉皆香。三十三天以及香国，毛孔皆香”5。而“刘季

和有香癖，熏身遍体，张坦斥之曰俗。今之学义山者，其不为季和之熏身者鲜矣，而况不能

如季和者乎？”6李商隐、赵合德等古之美人、三十三天及众香国与刘季和相比，虽共同特点

在于香，然差异也很明显。前者之香是发之于内，源出于体性本真之“香”；而刘季和是熏自

于外，虽遍体发香，但既伪又俗。这与钱谦益一贯的排伪击俗的诗论是相符的。在《尊拙斋

诗集序》中，钱谦益将龚氏之诗喻为波质拘耆罗树之香，“世人读孝升诗，如忉利树华时，诸

                                                   
1 [清]钱谦益：《后香观说书书介立旦公诗卷》，《有学集》卷四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569-

1570 页。 
2 [清]钱谦益：《有学集》卷二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888 页。 
3 [清]钱谦益：《范长倩公集序》，《有学集》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793 页。 
4 [清]钱谦益：《杨弱生且吟序》，《有学集》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852 页。 
5 [清]钱谦益：《题冯子永日草》，《有学集》卷四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577 页。 
6 [清]钱谦益：《题冯子永日草》，《有学集》卷四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577 页。 



天共坐其下，闻香欢乐。”1进而论道：“故吾断以孝升之诗为文人学士缘情绮靡之真诗，性情

学问，化工陶治，可以疗举世之诗病，不独专门名家而已。”2简而言之，龚鼎孳诗的本质在

“真”，是“性情”、“学问”的完美结合。学问虽为性情的外饰，若无学问的支撑，诗歌便会流于

俗俚，如“《挂枝》、《打枣》，咸播郊庙”3，反而有失其真。 

因此，钱谦益论诗中的“香”，系创作主体与作品风貌的融合，是以“本色”为中心，以“清”、

“幽”、“自然”为特色，是“性情”与“学问”的熔铸，最终归结为真。换而言之，他的“香观说”，

不仅仅是鼻、眼二根的感通，而是六根去除尘染后真我、真性情的外在流露，也是六根复归

灵心后的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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