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恒的夜与月1 
——细读《春江花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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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唐到明，《春江花月夜》的美学价值不断被发现和重视，并为以后

无数人所喜爱，虽已有众多前辈对这首诗从各方面作了深入研究，然阐释并未穷

尽。本文将借鉴雅各布逊“隐喻”、“换喻”的诗学理论和分析工具来进行文本细

读，力图揭示其作为文学文本内在意义生成的魔力。我们会发现，“夜”在全篇

意义生成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生无常、聚散离合的忧伤感情在夜的

笼罩之下，变成静观之审美对象，使人的千年悲哀得到温和的慰藉。而“月”作

为全诗的主线，与其他意象相互交织作用，构成了一个复杂庞大的隐喻和换喻系

统，并可大致可分为“江月”、“楼月”、“落月”三个子系统，这三个系统以不同

方式隐喻“人—月”之间的关系。诗歌从外到内的思考和观照方式，显示出了初

唐诗歌的青春特征。 

[关键词]：春江花月夜 张若虚 隐喻 换喻 梦幻  

 

张若虚（生卒不详，约初唐）仅有两首诗传世
3
，其中《春江花月夜》自诞生起虽沉寂了

近七八百年，但其魅力终于在明代为胡应麟（1551-1602）、李攀龙（1514-1570）等人发现，

并在此之后光芒四射
4
，广受历代人喜爱，闻一多（1899-1946）先生甚至称之为“唐诗中的

唐诗，顶峰上的顶峰”
5
。这首诗之所以得此盛誉，正是因为它具有难以穷尽的阐释性。程千

帆（1913-2000）先生曾在《<春江花月夜>集评》里汇集了前人对此诗主要的评论，其中包

括“句释、节解、眉批、总评”
6
，今人刘学锴（1934-  ）亦在《唐诗选注评鉴》中承续了程

先生的工作，选录了闻一多（1899-1946）、李泽厚（1930-  ）、罗宗强（1931-  ）三家之

言，自己也作了较为细致的阐释
7
。目前学界也有学者反对闻一多“宇宙意识”说、李泽厚“人

生哲理”说。王文生（1931-  ）认为此诗只是抒写离愁，显示出中国美学“美在情味”别于西

                                                   
1 文本为如下项目的阶段研究成果：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巴尔特的思想转折及其文学风格学”

（15WYB03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论巴尔特的思想转折及其文论与风格之间的关系”

（15YJA75200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早期中国文学史纂及其影响研究》（14ZDB086）；北京师

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文本与潜文本：20 世纪西方文论与

中国当代文论建设”（项目批准号：SKZZY2015071）；北京语言大学 401162201**2016，“国外‘中国文学

史’著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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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美学“美在知识”的特点。
8
以上种种，可以说代表着目前为止关于《春江花月夜》比较重要

的评价。综观之，在闻一多之前的古人，除了王尧圃（生卒不详，约明代）、徐增（1612-？）

对其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外，余下大抵为印象式批评，而王与徐二人又多因袭前人之言。闻一

多先生《宫体诗的自赎》是从唐诗史的角度来把握的，他用“神秘”、“迷惘”、“宇宙意识”等关

键词来诠释此诗
9
。李泽厚则审视其整体意境，说这首诗的意象“是一种少年式的人生哲理和

夹着悲伤、怅惘的激励和欢愉”
10
。罗宗强依然着眼于唐诗史，称赞“它创造了完美的诗的意

境”，盛唐兴象玲珑的诗歌到来也就自然而然了。
11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也尝试借鉴西方理论

如现象学、认知理论对《春江花月夜》进行新的解读，开发了解读经典诗歌的另一个视角
12
。 

前人读诗，以直感为主，今天则试图细解，各有所长，互相补充。雅各布森关于隐喻

和换喻的语言学理论对于诗歌是非常有力的分析工具。他根据对失语症的研究，结合索绪尔

的聚合和组合理论，把隐喻和换喻从修辞学术语发展为基本的语言学模型，并进一步扩展为

认知学模型。隐喻源自形象的相似性，而换喻则是时空的相近性（contiguïté）。相似的范

畴可以是任何方面，无论是音响、色彩、象征抑或是语法位置，例如动词和动词相似。同时，

所有的对立都是相似，因为反义词是建立在共有语义素的基础之上的，例如：黑和白之所以

构成隐喻，是因为它们都是形容颜色的词。而相近性则包括具体时空的关系和逻辑上的前后

顺序。
13
 《春江花月夜》这首诗的魔之魅力，若要穷尽其丰富的阐释性，揭示其诗歌“文本”

的生成过程，雅各布森的这一理论依然有鲜活的生命力。 

 

一 

 

“春江花月夜”，郭茂倩（生卒不详，约北宋后）《乐府诗集·卷四十七》载此曲属清商曲

辞中的吴声歌曲，书引《晋书·乐志》云为“陈后主所作”，“主常与宫中女学士及朝臣相和为

诗，太常令何胥又善于文咏，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此曲”
14
。后以此为题者众多，较早的有隋炀

帝（杨广，569-618，605-618 在位）等人作的五首四句五言诗，而张若虚却以七言歌行体

入题。张若虚与前辈们相同的是，紧扣“春江花月夜”的题目来写，可以说此乐府古题就已经

暗示了诗的内容。而张诗之魅力之所以在明代重绽光彩，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七言歌行

的体式让他有足够的空间来揭示这首清商曲名的秘密，达到闻一多先生所谓“宫体诗自赎—

                                                   
8 王文生：《从<春江花月夜>的解读论中西美学》，载《文学遗产》2007 年第 2 期，第 22-29 页。 
9 同前注，第 140 页。 
10 同前注。 
11 同前注。 
12 比较值得参看的文章如：张玉华：《<春江花月夜>的现象学解读》，载《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第

2008 年第 4 期，第 116-117 页；王栋梁、王刚：《<春江花月夜>文学史价值新探——接受史视野下的阐

释》，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1 期，第 76-80 页；胡鹏：《 张若虚<春江花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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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Jakobson, « Deux Aspects du langage et deux types d’aphasies», A. Adler 和 N. Ruwet 译，in 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Minuit, 1963, p43-67.  
14 [宋]郭茂倩编撰，聂世美、仓阳卿点校：《乐府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526 页。 



—一种自我超越”
15
的高度。 

作为清商曲名，“春江花月夜”多用江南荆楚、吴歌西声来演唱，其五种意象组合恰能完

全吻合清商乐自有的清朗丽淡、哀而不怨的风格。 

《春江花月夜》作为曲名，本身就颇有审美的情趣。分析春、江、花、月、夜这五个意

象，若从阴阳的观点来看，其组合的特点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春天阳气始出东北而南

行，阴气始出东南而北行，阳气向正东运行，阴气则渐至正西，到春分时节，阴阳相半，万

物中和。仅从此乐府古题来看，“春”在四时中属阳，然而春有一个阴阳转化的过程，属少阳。

五个意象中，与“春”一样属阳的是“花”，而花随春深而开落，亦属阴阳变化之形。“江”属水，

与“月”、“夜”皆主阴，然间以“春”、“花”这两个主阳的意象，暗示着阴阳气息相通。即“江”与

“月”是生命力旺盛、饱满、明媚、温暖的春江春月，而非衰飒寒冷的秋江秋月，故减却了阴

气，中和平衡。尤其是“月”，勾连着前后的“江”、“夜”二象，“气”在一个更广袤的空间内流动，

内在本包含着的阴阳二气，腾腾蒸蒸，清辉所至，万物明朗，使“夜”疑为“昼”了。而“夜”把一

切都笼罩在朦胧的梦幻之中。因此，在中国古代的诗词曲中，“春江花月夜”不仅仅是一首诗

的标题，而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意象。 

再从格式塔心理学的“图形背景”理论来看
16
，空间中的“江”与“花”在下，“月”在上，因“春

夜”的特殊时间背景，“江”、“花”都因“月”而由暗转明，“月”成为背景中最主要的图形，所以最

能引发月下诗人的思考。对“月”所构成的意象系统，将放在本文的第四部来讨论。 

诗中几乎句句不离“月”，据笔者统计，凡 15 次，而春、江、花、夜分别出现 4、12、2、

2 次，且“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一联也是朗月光辉的侧面烘托。而诗人由“月”而

对宇宙和个体分别生发出“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与“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

相思明月楼？”这两种疑问，则是全诗的关键所在。时在春分，明月千里，万物阴阳中和，而

作为宇宙之一员的个体，却客居漂泊，这恰恰打破了诗人前半部分对宇宙均衡之美的审视，

引发感慨。全诗以“夜”为背景，以“月”为主线，凡 36 句，前 16 句、后 20 句两部分分别是对

宇宙和人类个体的审视。 

 

春江花月夜
17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15 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闻一多全集》第 6 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2 页。 
16 近人亦有研究者专门采用这一理论分析《春江花月夜》，如：邵霞：《图形-背景理论对<春江花月夜>的

认知解读》，载《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 年第 1 期第 68-69 页接第 78 页。该文将《春江花月夜》视

为写景诗，并由“图形-背景”理论分析得出了写景诗由动词和色彩来突出图形的一般规律。另，张懂：

《意象图式理论视角下<春江花月夜>的认知研究》，载《语文学刊》2014 年第 18 期，第 54-55 页接第 57

页。张文运用意象图式理论对《春江花月夜》的生成和意义的建构有作分析，对阐释此诗有新的启发。 
17 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年，第 811 页。此诗诸版本略有差

异，本文以陈书所增订的《全唐诗》为依据，不予讨论。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 

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二 

 

第一部分共八联，前后四联分别写月下无垠的空间和时间，表达对个体之外宇宙万物

的观照和思考。 

第一联“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所描绘的是一幅生气流涌的江海潮月图。首

字“春”的隐喻如上文所析，是流荡生发的阳“气”，春天里的一切，包括夜幕时分的“潮”和“月”，

似乎都是从这股“气”中“共生”出来。虽然江海浩瀚，视觉的焦点却落在天边的一轮孤月。上

联春水东流入海，既是空间上由江而海的换喻，也是时间上由暮入夜的隐喻。这一时空转换

的中介，恰是“月”和“潮”。“潮”在此联中出现两次，前后分别指江潮和海潮。江潮因春雨而绿

涨，流入海中成为海潮的一部分，故此联用了“连”一字，准确地表达出江潮涨满时江海高平

的状态；因汇入了江潮，海潮更为浩瀚，其激荡之势，不可力挡，似乎月就是从这样旺盛的

力量中托生出来。“共生”一词，隐喻着潮水和明月似乎像春天一般的生命力；同时，海潮本

因月而生，而在眼前的图景中，则似乎由潮水生出明月，两者相互生成的关系难以分辨。水

月都是阴柔之气，隐喻了本诗女性化的情愫。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海潮托涌而生的明月，渐渐向西高升，海潮成为背景，只留明月为

天上唯一的图形。 

第二联“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写江天一色中流荡不居的月光。“滟滟”是



水波荡漾闪光的样子
18
，水波与光波，水色与天色，在“滟滟”中交汇在一处，是光与水的共同

作用，并且这个光影从视觉过渡到想象，从眼前到千万里之外，最后到无所不在的“何处”。

“滟滟”，把眼之所见、心之所观与思之所及，具象与抽象都包容到这个朦胧闪烁的形象之中。

江天一色，宇宙流光，整个天地都显得明艳动人。一切皆拜天月所赐，天河西行之月，是孤

独的一轮，夜里明亮、有形而独立，隐喻着宇宙生命本源的孤独；而水中之月，则随着流波，

幻化成无数个闪烁明灭的月亮，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隐喻着地上千里万里浮沉漂荡、难以

把握自身命运的芸芸众生。所以“滟滟随波”之义，既是正面赞叹无处不在的明月，也是对总

体的宇宙生命和人类个体命运的感知。“何处春江无月明”的疑问，以质问的语气来加深了这

种孤独与浩瀚、冰冷与温暖共在的矛盾效果。诗人所问之“月”，同样包涵了江月和天月两种

可能。往上看，春江之上皓月千里，变夜为昼，隐喻着春天的希望。往下看，水月在春江中

沉浮，两种阴气叠加，虽是春暖阳舒之节，寒冬之阴冷却挥之不去。这时，“夜”朦胧，“春”

模糊，加深了整首诗的梦幻色彩。 

从第二联到第三、四联，实现了从江天之月到江岸之月的换喻。从“水月”传达出来的寒

冷感，在第三、四联才顺理成章地自下到上扩大到汀岸、空中之寒月的描写。“江流宛转绕

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写月下之春花，芬芳洁白，繁盛而清冷。江流之“绕”，曲曲折折，

脉脉柔情，环芳甸于抱，隐喻着江水含纳万物，滋养生命。下句再由平远的“芳甸”到眼前的

“花林”，视野在水平上收缩；下句看春花繁密，因月光洁白，产生了恍如霰雪的错觉。在此，

题目中“花”与“月”的关系也凸显了：写花之月，非月之花，是为了归之于“月”明。此联的“霰”，

是细小的雪粒，表现花之细密繁盛，与下联的“流霜”、“白沙”一起，都隐喻着月之寒冷和洁

白。再从空间上来看，月光和霰是从上天落到地上和人间，也隐喻着花是从月光中幻化而出，

而月下之花，实际上也是镜中之花，与上联之水中月同为夜里梦幻之象。 

第四联“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从上联“月下花林”到此联“空里”和“汀上”，

再次实现了从上到下、从近到远、从天到江的空间转换。月光所及之处，也因此而有了微妙

的变化。此处所谓“不觉”和“看不见”，实际上也是觉和见。在觉与不觉之间，见而不见之间，

目光渐远，纤尘皆白，真实世界与幻化世界都是既可见又不可见，白色的感觉渐渐化为混沌

一片。 

第五联“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视野再次由下而上、由近而远。在上一联

末尾，近处的视觉虚化，达致视野极限处：“江天一色无纤尘”。纯粹的空明，俨然成为了无

垠的背景，当视觉不断向上，聚焦于明月，明月复又成为最注目的图形。与第一联中“海上

明月共潮生”不同的是，此时月上中天，渐与水分离至最高点。这两幅图形之间，隐喻了明

月“生”与“升”的两个过程。 

其中，明月“生”的过程隐喻了“水—月”共生的关系：明月虽与海潮共生，然自与其分离

西行，就已经开始渐渐地为万物积累光明，然而却是若有若无、虚空梦幻的光明。明月最高，

                                                   
18 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135 页。 



月光最明亮的时候，恰恰虚幻色彩最浓，此时明月在天空之顶，孤独感也最强烈。这首诗所

隐含的月亮运行的动态，与人生无常流转的动态之间形成了同构关系。当“月”完全升起，与

“水”似乎完全脱离了母体关系，然而“江天一色”又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更隐晦地暗示了“水—

月”共生的关系。此时，生命力最旺盛的明月，具有最强烈的光，与纤尘等众生的虚无相比，

乃“有”的极致，此时的月表现出强烈的双重性：极度的孤独，同时又光华散播，与万物相连。

可以说，从首联至此，江月的轨迹隐喻了一个从有到无、以无证有、若有若无、有无相生的

过程和状态。由下而上，地而天，独人望孤月，此联的“月”和下联的“人”构成了既是空间上

换喻，也是生命内在的隐喻关系：孤独不是明月独有的，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也是孤独的。

基于对“孤独”命题的思考，诗人生发了下三联对宇宙与人类在时间关系上的思考。孤独的个

体，恰恰可以隐喻全人类。人作为整体，其最单纯的本质就是一个个人的集合，孤独之时，

恰恰剥离了小集体的归属，正是体味人类整体的时刻。 

富有哲学意味的六、七、八联，反复出现了“月”、“江”和“人”，实际上这三者的空间换

喻，又隐喻了“天—地—人”的同构关系。“江”是“月”和“人”共在的场所，隐喻的是自然的永恒

存在；而作为光源的“月”，隐喻的则是宇宙的起源和变化，介于变与不变之间；“人”既是单

独的个体，也指人类群体，都处于不断的变化状态。 

第六联两问中出现了两次“初”，隐喻了对生命在过去源头的追问。上句追问“何人初见

月”，追溯人类的源头，归根结底是对宇宙起源的追问，然“何人”“何年”的对举，又隐喻了这

一层层追问终归落空。表面上，这里有一个初，然而实际上，这个没有答案的“初”意味着月

与人都无始亦无终。事实上，古人没有今天的进化论和宇宙论的概念，人的“初始”之想象，

不是科学探究，而是一种思古之幽情。 

第七联“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承上联对“源”的探讨，转入对宇宙生命“流”

变之过程的思索。“人生”与“江月”对举，形成相互的隐喻。诗中“代代”与“年年”的用法，化自

比张若虚稍早的刘希夷（551？-680？）《代悲白头吟》“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一联。在刘希夷的这句诗中，“年年”与“岁岁”的含义并无差别。而张若虚使“代代”与“年年”放

在相应的位置分别修饰“人生”与“江月”，则有所差别：“代代”所指涉的时间比“年年”要长。“人

生代代”与“江月年年”，表面上是人生慢而宇宙快。实际上，“年年”恰恰说明宇宙之不变化，

无论何年，江总是江，月总是月；而一代代人则必然是不同，人生无论就个体而言，还是就

群体而言，总在无常变化之中。人作为整体，代代更替，无有终结，犹如江月之不变。但是

人作为个体，则生死无常，逝者如斯，死亡是人生永恒的恐惧。 

第八联“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上句的“待”字，指向未来的时间。而“不知”

在这里其实隐涵着“知”：一方面诗人不知后代具体为何人，另一方面又知道，必定有人跟自

己一样，看长江之水东流不返。人与人都是相似的，人与人又是不同的，江月不变，江水长

流，逝者已逝，来者无穷。“知”而“不知”的矛盾，强化了江月与人类的两种孤独。江月是无

情之孤独，人是有情之孤独。江月无言，所待何人？诗人不得而知，只能把握此刻的感受：



长江送流水。长江，隐喻着自然的永恒不变，而流水则隐喻着飞逝的时间和人类的更迭无穷；

“送”与“待”构成了对立的隐喻，犹若生死，大自然迎接人的到来，又送人离去，两个对立的

动作，构成了自然与人类最根本的关系。至此，这三联的“江-月-人”的关系完成了对“月”与

“人”双重孤独的验证：无始无终的江与月，无情而永恒；有情而短暂的人，代代相因，一个

角度看是易逝的生命，另一个角度看，何尝不是另一种永恒？ 

 

三 

 

第九联“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从“思”到“看”，诗人从自然宇宙的遐思回归

到眼前具体生命的观照。纵向来看，上联“长江”与此联“白云”、“青枫”构成了“地—天—地”的

空间换喻。白云与青枫给一色的江天抹了两笔淡彩。以五行观之：“青”属木，“白”属金，分

别隐喻东西两方。方位上，则与中天的“明月”共同构成了鼎立的图形，高高在上的明月照耀

着两极，成就了春秋变换的轮回。从量词的语言运用角度看，诗中一片白云，实际上也暗示

了下联孤独的“扁舟子”。诗歌虽只写“一片”白云，但却不只是一片，而是无数片孤独的、去

留无意的无情的“白云”。这与下联用“谁家”这一不定主语来修饰“扁舟子”达到了异曲同工的

效果：以强调个体的方式描写整体。由此我们也就可以读出诗人真正想表达的另一层意思是，

来去无定、去留无情的白云之所以惹发“不胜”的孤独愁情，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自然与人类个

体之间密切相关而又互相对立的矛盾关系。而此联的“去”，与上联的“送”也构成了相似的隐

喻：一片白云飞去，扁舟飘荡，正如滔滔江水东流。人类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都处于孤独

的漂泊中。江淹一句“送君南浦，伤如之何！”传开之后，江浦送别，成为多少离人心中的块

垒！浦上青枫，因时而红，隐喻着秋天的别离，恰与句末“不胜愁”与上句“去悠悠”隐喻的离

愁一脉相关。与无定的“白云”相对的“青枫”，虽是离别之所，却扎根江岸，给人一丝慰藉。 

第十联“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游子离别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古老的话题，

江淹《别赋》说“黯然销魂，唯别而已”。上联以自然物象隐喻的别愁，此处则具体化了。一

叶扁舟，正如一片白云，悠悠而去，徒留两地孤独的相思。“谁家”与“今夜”，是诗人由“此时

此刻”之所见而生起疑问，这个没有答案的“谁家”，恰恰意味着他可以是任何一个游子，也把

诗人纳入到主体间性的境遇之中：那位扁舟子何尝不会问“诗人是何方的游子？”这个包括读

者在内的共同体，都有一个相似的命运：何处相思明月楼。他们相互观之，正好是：游子不

知何人，相思不知何处。 

此联从青枫浦到明月楼的空间转换，逗引出了楼中思妇的形象。楼者，“愁”也，楼高顒

望，思妇欲一解相思之情，然而望断天涯，离人更在青山之外。无奈离情因明月而生，却难

因明月而了。思妇盼望扁舟子的归来，想念扁舟子的所在，却不知漂泊何处，空惹闲愁。“扁

舟子”与“明月楼”的对举，即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典型隐喻。
19
既然此间的孤独无法排

                                                   
19 关于此诗的相思之美，有研究者作了专文探讨，如徐肖楠：《<春江花月夜>的相思之美与现代生命》，

载《名作欣赏》2001 年第 5 期，第 42-44 页。 



遣，那彼人的相思，当是她夜里最温暖的安慰吧。 

诗中“今夜”，也是个虚幻模糊的时间，每一个夜晚都是“今夜”。后面的诗句中还会出现

“昨夜”，在这样缥缈的诗境中，它们构成了一种特别的时间指向，留待后面详细展开。 

第十一联“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应照”说明这是游子想象中的明月楼里

思妇“此时此刻”的离愁。此联在空间上承上联构成“楼—月—楼”、“室外—室内”的换喻。此联

上下句没有明确的人称，构造了两个人在“思念”中互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游子对家里人的

思念没有直接抒发出来，而是想象家人的孤寂和对自己的思念，从而表现了自己的孤寂和寂

寞。 

明月徘徊，人在徘徊，离愁别绪自然也徘徊难去。一切都似去而未去，时间似乎停滞。

把视野放阔，“楼月”其实也隐喻着“江月”，通过“月”的媒介，江与楼既相连又分离，犹如游子

与思妇在想象中联系，在具体的生活中分离。宋人吕本中的《采桑子》曾将这种“藕断丝连”

的相思更细腻地表达了出来：“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恨

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得团团是几时。”此联出句中的“可怜”即可爱可恨意，

因为“明月”终究只是相思的中介，“千里共婵娟”不过是为虚妄的梦境罢了。 

对句中“镜”和“月”是相似的隐喻，都象征着团圆。所不同的是，“妆镜”不是“铜镜”、“鸾

镜”，其隐喻指向了更深远的传统。“女为悦己者容”是《诗经》时代就有的传统，“妆镜”隐喻

着这样一层心理：思妇如果看到了圆镜中的明月，应会梳妆起来，然而妆容所为何人？  

接下来“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转换了角度，直接描写明月楼中思妇日常生

活中无处不在的愁。明月映在了玉户帘和捣衣砧上，“玉户帘”是较为精致的生活布置，隐喻

着古代身份地位较高的女子，而“捣衣砧”则隐喻着普通人家的女子。这二者对举，也意味着

离愁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普遍的超越身份的情感。“玉户”、“捣衣”二句，分别从室内、室

外，视觉、听觉来写明月的幽光如影随形，如离愁“卷不去”、“拂还来”，是不能承受之轻，

也是不能承受之重。 

上句写的是春夜之月，而“捣衣”句则明显是写秋夜之月。“捣衣”在古代是女子在秋天赶

制冬衣前必须做的活动，即将衣料放在石砧上用棒槌反复捶打，使其绵软便于裁缝，且一般

在夜里进。比如李白《子夜吴歌·秋歌》谓“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场景。

所以说“捣衣”句隐喻着秋夜。秋天的归藏的季节，秋夜捣衣，冬天将至，思妇心中企盼的团

圆也将到来，也越发对扁舟子产生更深沉浓烈的思念。“拂还来”，隐喻着月影拂不去，愁思

也拂不走，该回来的人没有回来，这与上句的“卷不去”构成了一对相似的隐喻。前者隐喻思

妇相思乃因月而起，她天真地以为帘可卷走天边的明月，相思离愁便可了断，便起而卷帘，

结果当然是“卷不去”。所谓离愁的产生就在去来之间，而 “不去”“还来”的愁绪长驻心上，欲

遣而愈浓。“拂”与“卷”一样，都是比较轻柔的动作；意味着水边月影可拂，而天上明月不可

拂，帘可卷而月不可卷，思念越发深重。再听捣衣之声，在秋夜的江边回荡。由此读来，“处

处相思明月楼”，虽在春夜，却包蕴着无限的秋意。此联春秋的对立转换，进一步模糊了诗



歌主题中“春”的时间，“春秋”也隐喻了年复一年的岁月，从春江花月到春花秋月，使整个诗

境涂抹得更加朦胧、梦幻，不知何地何时。 

第十三联“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从前面的“望之不得”转到想象中的“愿

逐”。“此时”的本义是一个点，但这个点是不断推移的，实际上变成“时时”：时时相望不相闻。

思妇与扁舟子仅能通过月的中介来慰解相思，只是人月相望，人与人的相望却是痴妄。唯一

的排遣是“愿逐月华”的无边想象。而这里的“月华”，既指天月，也可能指水月。承上联而来，

捣衣的思妇，看到水月，更容易引起相思。且“流”字，也隐喻了是水月。通过波光粼粼的江

月抑或高悬头顶之月光。“愿逐月华”与“不知乘月几人归”是一组换喻，梦幻般的乘月之旅似

乎成真。中国传统中，月是神秘的物象，充满神仙与传奇故事，朦胧的月光似乎能够帮助我

们避开冷酷的现实，借月洗愁，在美丽的幻想中满足心的愿望。 

第十四联“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由于句法的复杂，此联的涵义学界颇有

争议，其中不乏误解者。今人饶建斌指出此联的正解应是：“因光不度又怨鸿雁长飞相思难

传，水成纹而想鱼龙潜跃尺素在望。”
20
此说较为合理，然而这仅是表面意思。上一联“月华”

不明指天月之光，抑是水月之影，存在两种换喻的可能：联想到在天边“鸿雁”和水中“鱼龙”

这两种传信之物。鸿雁南飞，隐喻着情绪上的秋天。“鸿雁”与“鱼龙”，都暗指传达思念的书

信。而雁之为鸿者，鱼之为龙者，皆为大，可致远。思妇逐天月，却有鸿雁长飞，遮住了月

华，即思念无法亲自传达，须托鸿雁传信；月华“光不度”的结果，实际也隐喻着即使鸿雁传

信，思念也不能送达扁舟子的手中。乘船逐水中之月是第二个选择，而鱼龙跃动，月影破碎，

故只好托鱼龙传信。虽曰“水成文”，实际上也隐喻着如水纹的“信”仅是虚文，流荡漂泊，随

时可消泯。无论思妇亲自前往寻觅扁舟子，还是借助书信来传达思念，内心难以消散的思念

都无法传达，一切希望仅是虚幻的梦境。水成文隐喻着诗的后四联可能是思妇写给扁舟子的

书信内容。一方面是因为只有信作为中介，才能较自然地生成从楼月到舟月的换喻，另一方

面也因为后面四联的语气与之前也有明显不同。也就是说，此联实际上是此诗形成“诗中诗”

显与隐复合结构的关键句，这种结构与“以乐景写哀情”的手法相吻合。 

第十五联“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为之一转，从今夜过渡到昨夜。从时间

来看，“昨夜”与前面出现的“今夜”一样，表面上都只是一个夜晚，然而，每一个今夜都将成

为昨夜，昨夜和今夜就成为似水流年中的每一个相思不眠之夜。每个悲哀的夜晚都是“今夜”，

而昨夜之梦总是更加美好，今夜的不眠难以消受。空间上，此联写的“潭”与前面扁舟子漂泊

的“江”构成了一组相对的隐喻。江水流动不居，潭平静深沉。潭水看似“闲”静，那是从今夜

观之，昨日落花之梦，凋零且美，与第三联的“芳甸”、“花林”构成了相对的隐喻。昨夜的落

花，今天的花林，这不是时序的颠倒，而是从昨天对明天的暗示。人生无常的悲剧，早已前

定，就像代代无穷已的人生，望月愁思，是诗人已经为后人拟好的曲调。出句写思妇，对句

换到写春半不还家的扁舟子。此联的“可怜”，与楼上徘徊的“月”构成了相似的隐喻。明月楼

                                                   
20 饶自斌：《辨明虚实 曲径寻幽——<春江花月夜>“鸿雁”句常解辨误》，载《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

版）》2006 年第 6 期，第 97 页。 



里的思妇、江中漂泊的扁舟子，和一轮江楼月，纵然相思，但年复一年的“春半”时节都远隔

天涯，孑然一身。他们的“可怜”——是可怜、可爱、又可恨。 

“春半”点明了第一部分自然宇宙阴阳平衡的隐喻。然而，春秋往复，年年岁岁，在春天

这个万物生机的时节，游子思妇都不得团圆。“春半不还家”，不仅隐喻着春分这一天，还隐

喻着整个春天，乃至整个生命，相思构成生命的基调。古人虽然交通不便，一旦地方隔绝，

便难通消息，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必然生活在相思而不得的境遇中，团圆之家，合欢之时，

也不在少，何以这首普遍化描写人类的诗歌，把别离的相思看做了人生的底色？这就是所谓

青春的敏感吧，年轻人旺盛的生命力激情追求一个完美的世界，与此相应，对于世界的缺憾

格外敏感细腻，对于人而言，相思不分年龄，但是青年人于此感触尤甚。所以陈文忠先生称

此诗为“一个伟大青春时代的文学象征”
21
，是很有见地的。人生无常，人老天不老的自然法

则，使人无法躲避孤独的感情。此联的“家”，不仅隐喻着生存归宿，还隐喻着人精神归宿，

无常生灭之中，“可怜不还家”是人终生难以解决的疑惑。 

第十六联“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描绘了一副江潭月落西斜图，是全诗只以

“月”为图形的第三幅画面。前两次分别是潮月共生、月上中天的画面，此图中“明月”已为西

落的“斜月”，背景也由江转向潭，这暗示着随时间流逝，哲思和情感都向小、静、深的方向

转变。“江水”与“江潭”这组对立的隐喻，前者隐喻时间流逝和流动的世界，后者隐喻时间凝

固，代表沉静的世界。从“江水”到“江潭”的换喻，暗示着一切流动终将复归于平静，每一个

体从生到死、存在到消亡，都是如此过程。江水流春、落月西斜，隐喻着“江去-春去-月去”，

这是一个即将离去的世界，一个即将消失的世界，夜的梦幻将为现实世界繁忙的白昼所取代。

时间流逝，昼夜交替，四时轮转，生命荣枯，是不可阻挡的规律。然“去欲尽”也隐喻着“未尽”，

死亡的宿命纵不可逃，然绝望中仍有希望，西斜之月又将从东方升起，春秋轮回，是无尽的

悲哀，又是无穷的生命。 

第十七联“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写月沉没时对宇宙和个体生命的感慨。这

一联在空间上的梦幻感十分强烈：“斜月”隐喻着明月行至西方的天空，而“海雾”与第一联相

呼应，本应在东方。这二者之间看似矛盾，其实恰恰如上面所说，预示着月的再一次升起。

西天这一轮斜月：出句“沉”与“藏”二动词，隐喻着天月西斜，江月沉没。天边月尽天明，江

中月影渐灭，一切都在沉没，“月”的死，换来的是“日”的生：梦境即将醒来。若与诗第一联

的“共潮生”联系来看，月从水中生，在水中亡，生死归于一处，轮回无穷。第一联“月”之生，

是高调、明亮而急切的，而此联“月”之死，是藏躲、黯淡、安静，如人的一生。下句中“碣石”

与“潇湘”相对，分别指代东方和西方，隐喻着明月东升西落、长江西起东归的整个历程，也

隐喻着天地间月与江相生相灭的互化关系。“无限路”是指水之来程，月之去程，隐喻着与“有

限人”的对立，在无限的宇宙母体中，人的生命可以永恒轮回，逝者如斯，虽逝而有生。 

最后一联“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上一联写明月即将沉没至西方的水中，

                                                   
21 参看陈文忠：《唐人青春之歌走向顶峰之路——<春江花月夜>1300 年接受史考察》，载《东方丛刊》

2008 年第 1 期，第 147 页。 



因见证了明月从东到西的无限路程，映衬了人生有限的感慨。看天边斜月照水中，化而为数

叶扁舟，飘飘荡荡，隐隐约约，早行的“我”也该顺流而归了吧。上句“不知”还隐喻着相对的

“知”。“我”作为无数游子的一员，所“知”者是“我”的状态：也许正驾舟归家，也许仍羁绊天涯；

所“不知”者是“他人”：有多少“他人”正乘月而归呢？而“几人”，也许是寥寥无几，也许很多。

上句月夜将去，天昧时分，无论“我”是否身在归棹途中，总有扁舟子在归家的途中牵动了“我”

的归思。下句“落月”与前诗的“斜月”、“落花”、“流春”、“青枫”、“捣衣砧”等构成了模糊昼夜、

春秋的意象群，都隐喻着时间流逝和人生的漂泊不定。“落”与“摇”相似的隐喻性，使相连的

“月”与“花”、“情”构成了相似的隐喻：花、月如相思之情，都有一个生灭的过程。随着月夜的

结束，相思之情终于可以稍微摇落，减轻了孤独的重量。那么情感真的就这样轻易地摇落了

吗？诗人未给出明确的答案。“情”还隐喻着“青”、“春天”、“生命”；“摇情”则意味着青春虽颓

败，情思却丰满。“落月摇情”，之所以传达出如此复杂的感情，都是因为天将明，梦将醒。

这种强烈情感若外化出来，也唯有诗末的“满江树”才能承受得起。“满江树”和了第一部分的

“芳甸”、“花林”和第二部分的“青枫浦”、“明月楼”构成了相似的隐喻：满、芳、花、青、明，

都是生命希望永远保持饱满、明亮、生机的隐喻。而树、月、江、花都不可能始终保持生命

中最完美的状态，隐喻着一个个实在却盛衰不定的生命个体。可以说，“满江树”隐喻了集常

态和最佳状态于一身的生命个体，无论情思是昂扬还是低落，都可以承载其重量，从而复归

于自然宇宙的平衡。痛切的感受让我们体会到现实人生的悲剧，美丽则以幻梦的形式拯救青

春的哀愁。正是有如许的哀伤，才有如许的美和生命！ 

 

四 

 

下面重点分析月的隐喻系统。全诗描写最多的是“月”的意象，而在诗词世界中，月本身

包含着丰富的涵义，与“楼”、“江”等组合，构成更为复杂多变的隐喻。明人王尧衢已经关注

到了“月”在这首诗中的重要性：“于月则用天空、霰、霜、云、楼、妆台、帘、砧、鱼、雁、

海雾等以为映。于代代无穷乘月望月之人之内，摘出扁舟游子、楼上离人两种，以描情事。

楼上宜月，扁舟在江。此两种人，于春江花月夜，最独关情。故知情文相生，各各呈艳，光

怪陆离，不可端倪，真奇制也。”
22
他所谓的“情文相生”，正由“月”引出的扁舟游子、楼上思妇

而来，惜乎没有具体分析“月”的意象与其他意象组合所产生的更为复杂的内涵，对由“月”如

何生发出“乘月”、“望月”的游子思妇仍语焉不详，而对于比游子思妇之相思更为深广的哲思

又是如何生发出来的则更是只字未提。今人亦有不少研究者对《春江花月夜》中“月”的意象

作不同的分析，如：胡鹏分析了“月”包含的禅宗美学精神
23
，王力坚分析了“月”的时空意蕴

24
，

                                                   
22 程千帆：《古诗考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07 页。 
23 胡鹏：《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的禅宗美学精神》，载《科教文汇(中旬刊)》2008 年第 6 期，166-167

页， 
24 王力坚：《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月”之时空意蕴》，载《名作欣赏》1998 年第 2 期，第 49-54 页。 



杨柳则分析了“月”的多重象征系统
25
，周惠萍分析了“月”包含的人生、宇宙的思考

26
。本文与

前人不同的是，侧重于分析分析“月”之意象是如何在这首诗歌的文本内部生成一个自足的隐

喻系统，又如何与其他意象构成内涵更为深广复杂的隐喻和换喻空间。 

隐喻是相似性，重复是最大的相似，而意象的重复使用以及组合，由简单意象一变为

复杂意象，其隐喻内涵也更为丰富呈现。也如高友工在《唐诗的魅力》中分析杜甫《秋兴》

诗时所说的那样：“复杂的意象则是由较大的语言单位（一个完整的句子）表现的，媒介的

扩大造成这样的可能：不但句子中各种因素间呈现出交叉的联系，而且整个句子的客观与主

观意象之间的联系也变得错综复杂。正是以这种形式，那些意象随着内在复杂程度而获得相

应的隐晦意义。”
27
本诗“月”凡 15 见，通过不同的组合、转换生成了一个复杂多变的隐喻系

统——春江花月夜，远比自然世界中月的感性形象更富有意蕴。在这个隐喻系统中，最关键

的部分是“江月”和“楼月”，其次是“明月”、“落月”，再次是“孤月”、“斜月”；而以月为主体的表

述方式有“月明”、“月照”、“月华”，以之为客体的有“望月”、“逐月”、“乘月”。诗歌正是通过月

本身、“月-人”关系、“人-月”关系构建了一个以“月”为中介的体悟和思维方式。在“月”所表达

的内涵背后，还潜藏着诗人所悟所思的巨大冰山。 

首先，“月”的意象以“江月”的组合出现得最多，凡 3 次： 

    S1：江月何年初照人？ 

    S2：江月年年望相似。 

    S3：不知江月待何人。 

在这三句中，其中前两句“江月”被放置句首。从古代律诗的节奏与停顿来看，七律以“四

三”或“二二三”的结构暗示了律诗的一句中头两组语词占据着意义的重要地位。如果这些语

词是名词，还符合汉语运用中“话题主语”的特征。也就是说，“江月”的意象，在前两句诗中

起着话题的重要作用，且在“江月”与“人”的关系上是无情与有情之对应，江月什么时候照人

不会因人的意志而转移，它只是一个自足自立的存在，故有“江月年年望相似”的绝望感。而

在第三句中“江月”的重要性则退居其次，由人之“不知”占据了主导。此时，江月作为人的审

美和思考对象，江月无情，而人作为思维情感的主体，把无情之世界感情化，人格化。所以

人会错以为江月“待人”，只是不知“待何人”。然而实际上，江月毕竟还是无情不老，如“长江

送流水”，“年年望相似”，反讽地面对感情的人间。 

除此三句之外，“江月”意象的组合除了上述显性的方式，还有下列隐性的方式。在全诗

的第一部分（1—8 联）中，几乎每一联都是上联写“江”，下联写“月”的对举。如第一联“春江

潮—海上月”和第二联“万里波—万里月”，如本文第一部以分析的那样，显示出“潮”与“月”共

生而“江”与“月”同构的关系。而游荡在江舟和夜月之下的人，存在于江与月的天地间，是江

                                                   
25 杨柳：《论<春江花月夜>月亮意象的多重象征系统》，载《唐都学刊》2003 年第 1 期，第 38-39 页。 
26 周惠萍：《<春江花月夜>──由“月”的吟咏到对人生、宇宙的叩问》，载《贵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

版）》1997 年第 1 期，第 67-70 页。 
27 [日]高友工，梅祖麟：《唐诗三论》之《杜甫的<秋兴>：语言学批评的尝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23-24 页。 



与月得以联系的媒介，也即人与“江月”的关系是人类自己建构的。人存在于自身建构的有情

的世界，而这一世界——“江月”未必能予以回应。这是发出对“江月”的两个问题的开始，也

是全诗怅惘情绪的潜在波澜。第四联中“汀”以换喻的形式表明“江”的存在，“流霜”与“白沙”则

以隐喻的而形式暗示了“月”的存在。对“江”与“月”分别采用显性和隐性的写法，而表达的重点

却发生了置换。天月之空明，似隐而显，江汀之有形，似显而隐，第一、二联中江月的同构

关系在这里发生了分裂，在“江-月”的关系中，“月”处于强势的地位。“月”在这种关系中的力

量不断强化，与下联中“江天一色”的无垠背景产生强烈的对比。人在此情景之中怎能不对皎

皎明月产生有情的遐思和向往呢？所以，有了前几联对“江”与“月”两个意象的对举描绘，不

断层层铺垫，最后生发“江月”并置的意象，也就水到渠成了。而在这个意象生成的过程中，

所暗含的“人”与“江月”的关系也呼之欲出——人有情而月无情，成为了“无穷已”的“代代人生”

永恒孤独的原因。而诗中倒数第三联，江水流春，江潭落月，月复西斜，春尽复来——即隐

喻着诗中开始所思考的“江月”与“人”的关系，又将引发后来人无限的怅惘。最后一联写月落

江中，联系第一联来看，表明“月”生于“江”到殁于“江”的整个生命过程到此完成了一个轮回。

这意味着通过人建立的“月-江”关系即将被打破，人何以自处？不过是归去归去，趁着月落

的最后时光，好好享受“落月摇情”的生命怅惘。月，从诗的开篇到结尾，从生到灭，从无情

到有情，与“江”构成的隐喻系统，所隐喻着的并非只是诗人此时所思所感的短暂的、微观的

时间，更是人类无限的抽象个体必将感受的永恒的、宏观的时间。 

下面是“楼月”的意象。诗中并没有直接以“楼月”直接组合，结合得较为紧密的是这两句

诗： 

S4：何处相思明月楼？ 

S5：可怜楼上月徘徊。 

其余皆在诗中的第二部分（9—18）中通过楼上人（思妇）具体的活动和情感来隐喻“楼”

与“月”之间的关系。我们先来看诗歌是如何从上一部分的“江月”过渡到“楼月”的，关键就在第

九联：“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上句中“白云一片”，既是江天之景，亦是江上

之景——借着月色倒影在江水中的一片白云，悠悠飘去，不就像夜行江中的一叶扁舟吗？所

以这句的隐喻功能是将“江—人”的关系引渡出来。在下句中，继续通过江云（江舟）之悠悠

然而去换喻到“青枫浦”，进而从“浦”引渡到“愁”。雅各布逊隐喻理论中的对等原则主要是基于

韵律的角度提出的
28
，所以在分析意象的隐喻时，我们不能忽视其韵律的成分。在此联中，

“悠”、“愁”不仅在意象层面反过来隐喻着江云、江浦与江楼，也在音韵层面隐喻着下联“月楼”

的意象。“愁”与“楼”的双层隐喻，成功地实现了“江月”—“楼月”的意象转换。而“愁”作为人的

情绪，也即意味着人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也就是说，由此得来的“楼—

月”关系，在“人”的主体的不同关系中，形成了与江月的差异。这也是为什么在“江月”与“楼月”

这两个意象的表达中，何以前者需要不断通过显性形式来强调而后者只需要轻轻点染来表达

                                                   
28 参考[日]高友工、梅祖麟：《唐诗三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142 页。 



即可。也就是说，“楼月”的意象所隐喻的“人—月”关系比“江月”所隐喻的更为切实、具体和感

性。 

“何处相思明月楼”的疑问，是由上句的“扁舟子”引出的，这里的“月楼”被冠以“相思”的称

述，与“扁舟子”处于联中对举的位置，故产生了以下几层可能隐含的意义和关系： 

1）扁舟子在思念明月楼（里的女子）。 

2）明月楼（里的女子）是相思的。 

3）扁舟子在诗人的视野之中，明月楼里的人在想象之中。 

4）两者都被普遍化，“何处”也就成为“处处”的经济表达，“月楼”所隐喻的相思关系被扩

大为人类普遍的情感。 

5）因为楼里人与江中人之差异，“月—楼”关系稳固，“月—江”关系飘忽，二人共同的相

思并不能同时使二者关系稳固下来。 

上联中“月楼”所隐喻的“月人”关系是模糊的，介于定与不定之间；下联中的“可怜楼上月

徘徊”则通过对月的形态描写，用“可怜”、“楼上”、“徘徊”三组词汇来描述之，将“月”具体化

了。而这三组词除了称述“月”外，实际上是对思妇的刻画，形成了“月—人”的同构关系。 我

们在分析“江月”意象时，也得出了“江—月”的同构关系，这种关系，又因为月在两组关系中

的形态不一，而产生了巨大的差异：江中月生于江殁于江，流荡不居，看似有情（宛转绕芳

甸）而无情；而楼中月被赋予了相思的情感，它可怜（可爱），它徘徊，无情中略微施与一

份感情。但江月与楼月，它们共同的特点——永恒轮回的孤独，却不会因人的相思而改变。

人的情绪——可怜、徘徊、对镜梳妆，都化为徒然的感伤。“楼月”所隐喻的“人—月”关系，

所谓同构只能归之于自作多情的遐想：愿逐月华流照君。 

无论“江月”还是“楼月”，都是明亮的，是共筑全诗“月”这一隐喻系统的精魂。关于“明月”

之阴阳关系的隐喻，我们已在第一部分讨论过，兹不赘述，我们这里重点讨论的是“明月”隐

喻着的“月—人”关系。“明月”在诗中共出现 2 次： 

S6：海上明月共潮生。 

S7：何处相思明月楼？ 

S6 句写“海（江）月”，S7 句写“楼月”，二句都是“江月”、“楼月”的第一次出现，这隐喻

着诗中的“月”，生而有“明”的特征。我们来看诗歌的第一部分，每联所写的江景都在从海而

生的“明月”笼罩下，呈现出一种玲珑剔透的意境，仿佛江夜里所有的一切，都赖“明月”以生

存。所以才有了“何处春江无明月”、“月照花林皆似霰”、“汀上白沙看不见”、“皎皎空中孤月

轮”这四组意象，构成了江中“明月”的意象群。“明月”从“海上”到“春江”、“花林”、“汀上”、“空

中”的视觉空间换喻，同时隐喻着“明月”对一切生命主宰的力量，当然也包括飘荡与江海之上

无数的扁舟子。也就是说，在江中“明月”的意象系统中，人处于“月—人”关系极弱的一端。

在这一意象系统中，包括“月明”、“月照”、以及达到中空的“皎月”，其中“皎月”达到了“明”的

顶峰，同时“明月”也成为一轮“孤月”！诗人也由此从“感”进入“思”的境界。人在“思”的过程中，



从“江月”过渡到了“楼月”。而“何处相思明月楼”之句也表明“楼月”最突出的特征也是“明”，下

几联对楼月的描写也是围绕着“明”的特征而展开。那在诗的第二部分中，“明月”的意象系统

又是如何的呢？除了“愿逐月华流照君”种的“月华”之语有对“楼月”之“明”作了简单地点染之

外，其他诸句都没有明显地表白“楼月”之“明”的特征。也就是说，相较于“江月”之“明”，“楼月”

显得较为晦淡，甚至因为“鸿雁长飞”而黯淡无光！这隐喻着“明月楼”实际上远非“江月”那般明

亮妩媚，而是被离愁别绪、相思情怀笼罩的黯淡幽约。同样处于“明月”的隐喻系统，何以于

“江月”系统中则空明澄澈、玲珑剔透，而到了“楼月”则变得黯淡？回到之前所说的阴阳观念，

月虽然属阴，但是明亮的月的形象则增添了阳气，成为主导要素。而在诗歌的第二部分中，

我们可以看到“楼月”之明，几乎为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所掩，人仿佛在“人-月”关系中掌握了

主动的地位，但实际上却如上文所分析的“楼月”无情那样，人的情感是无力的。所以说，在

“明月”的意象系统中，“江月”与“楼月”分为阳阴两极，所隐喻的“人-月”关系却都处于不对等

的状态：“月”强“人”弱，月的恒久，人生的无常，成为诗中反复咏叹的主题。 

“落月”的意象在诗中出现了 2 次： 

S8：江潭月落复西斜。 

S9：落月摇情满江树。 

本文在前几部分已论及以“月”为背景的三幅图形：“潮月共生”、“中天孤月”、“潭月西斜”，

其中第三幅是在倒数第三联的“江水流春去欲尽”才逗引出来的，“落月摇情满江树”则是对这

一幅图情感的具象补充，都与上两幅图景的文本距离甚远，形成了同一意象密度不均匀的分

布。这种意象/图像的不均匀分布，恰是诗人情感变化的自然韵律，诗歌的和谐也有来于这

一形式与内容的自然吻合。此外，具体到图像中，明月“生—盛—灭”的过程所引发的思绪浓

度也是不一样的。从“明月”的峰值到“斜月”之间的转变，诗歌语言并没有太多的过渡，但从

“皎皎中空孤月轮”到“斜江潭落月复西斜”的中间十联正是明月逐渐西斜，所描绘的是游子思

妇相思而不得的哀伤情绪，相较于“生”的过程，诗歌更加关注“灭”的过程。意味着每一个生

命循环的过程，最终都是夜去则梦醒，日升则幻灭，自然与人类个体是同命运、共呼吸的密

切关系。全诗的宏大开阔不止于图像本身的元素，更在于所构图像之关系共筑的一个思考空

间所包蕴的广度和深度。 

最后一联的“乘月”实际也隐喻着“趁月”的劝谏——趁着月亮还有最后一点光明，赶紧归

家吧！此时“月”已如“舟”，乘之而归，“落月”似乎摇变为有情的主体。所以说，“落月—斜月

—乘月”构成的隐喻系统，恰与“明月”所构成的系统，是“有情”与“无情”的对立。全诗归结到

这里，人与月的主客倒置，无情与有情的急剧变化，使全诗看似涣散的“明月”隐喻系统凝聚

成“有情”的结晶。自然人生，生死共灭，都归结于“情”的运转。 

中国诗歌中，借月抒情的传统超过了其他任何文明，也许是中国古代的王朝统治形式

使文人更容易背井离乡，睹月而思人，留下万千感人至深的作品。《春江花月夜》不仅仅刻

画了离人之相思，而且是把个人的思念与宇宙人生的观照结合在一起，同时在一种梦幻般气



氛中使悲哀得到美的救赎。与后来的东坡先生成熟的旷达境界不同，《春江花月夜》是少年

人的柔美之梦幻，在月光营造的梦境中慰藉人生无常的永恒悲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