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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苏轼乃“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学创作一直都是以豪放为主，本文旨在进行

“苏轼词的研究”。苏轼词是学者都在研究的题目之一，苏轼的词收入在《全宋

词》里有三百四十二首，这个庞大的创作量让笔者对它们产生倾慕之情，因此想借

这次撰写论文的机会了解这三百多首词。本论文重点对唐朝大文学家苏轼的词进行

语言的审美，借此更加了解苏轼的比喻美，从词人对于比喻修辞的掌控更加清楚知

道唐词人风格之转变，此外，由于大部分学者都着重在研究利用作者对词的写法对

他的生平做结合，但是本论文主要是对于作者的词进行审美，并没有参杂其他作者

个人的生平历史因素。 

笔者将从第二章进入正文，第二章节、第三章节及第四章节的叙述法大致上一

样。文章会分为两个小节，将会先介绍该修辞手法，接着进入另个小节会厘清该修

辞的定义及其特征，之后在第二小节举出苏轼词里的例子。 

    笔者在研究这个题目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时间分配的问题，因为我们只能把

研究论文的时间都推到最后一个学期，对笔者本身来说是非常沉重的。主要原因是

要详细地读完苏轼三百多首词并进行归类是相当吃力的一件事。此外，对于研究这

个题目的困难是并不是三百多首，首首都可以参考鉴赏或是评论，再加上图书馆对

于语言学这一方面的书籍并不充裕，因此大多数的内容都是笔者靠平日所学慢慢分

析。 



iv 
 

    笔者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归类法，先多次阅读作者的词后，经由自己对于词的了

解进行分类。另外，作者也进行了文献研究法主要是参考一些文献，了解历史再加

以论述，所获得资料来自于校阅览室各期刊报纸、图书馆和网上数据库。 

    最后，笔者将会对前面章节的论述作出自身的结论，其中亦会掺杂笔者个人的

感想，对于笔者论文的不足之处也将在这个章节作出检讨，最后强调论文的研究成

果。基于笔者的能力不足及时间的仓促，因此本论文并未能将苏轼词里的比喻之美

完整地表现出来，尤其在资料缺乏的情况下。本论文主要审美苏轼词的比喻美，但

是苏轼词并不是只有比喻的修辞使用得体，在其他的修辞法也极佳。若以后有志及

有兴趣于苏轼词者，可以从其他修辞着手，以便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苏轼词的修辞

美。 

[关键词] 苏轼词  比喻  明喻  暗喻       借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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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苏轼一直是现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关注的焦点。据粗略统计，从本世纪二十年代

到现在，各报刊发表的苏轼文学研究论文数量可以千计，涉及面相当广泛。在资料

搜集、笺注、考辨、鉴赏、评论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绩。 

第一节：苏轼词的研究现状 
 

     苏轼词方面，有《苏轼词编年校注》一书，书里详细记载苏轼一生词作，并

作编年校注，按正编、副编、附录编次，收录了苏轼 311 首词1；陈满铭《苏辛词

论镐》主要是鉴赏及分析苏轼与辛稼轩的词风
2
。王水照主编，保刈佳昭所著的

《新兴与传统——苏轼词论述》，书里叙述的是词与诗的比较，苏轼咏“梅”、

“狂”、“梦”、“雨”、“多情”及赏析苏轼的一些词。3 

     关于苏词的论文也颇多，梅诚《苏东坡词的研究》（《中日文化》1941 年 5 

月） 认为论文学成就苏词的地位在诗文之上，不受“词为艳科”的约束。张尊五

《东坡文学》认为苏词变婉约为正宗词风，开辟了词的新气象，并比较了柳永与苏

轼词的风格特色, 认为苏词为北派之祖。夏承焘《东坡乐府笺序》（《词学季刊》

1935 年 10 月）认为“其词横放桀出，尽覆花间旧规，以极情文之变，则洵前人

所未有，撷其粗迹，凡有数创。 

                                                             
1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 

2陈满铭：《苏辛词论镐》，台北 : 文津出版社, 2003年。 
3保刈佳昭：《新兴与传统——苏轼词论述》，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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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词的“豪放”及“以诗为词”问题，如王恒展《论宋代豪放词的感伤情

调》（《山东师大学报》1990 年第 5 期）提出“苏词在豪放旷达格调背后，弥散

着一片沉郁浓重的感伤情绪”，“反映了封建社会中, 知识分子不能主宰自己命运

的痛苦。”李莱、郭发云《苏轼与辛弃疾田园词创作风格异同简析》（《青海民族

学院学报》1991 年第 4 期）通过比较认为东坡和稼轩词的创作，虽沿着同一趋势

发展,在其词风上具有共同性和连续性，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际遇、经历和个性

的不尽相同， 而又形成各自的特点。总的说来，苏词感情爽朗旷达、纵放不羁，

而辛词则豪壮炽烈、沉郁悲愤。傅承洲《文学流派与苏辛词派》（《宝鸡师院学

报》1991 年第 1期）对“苏辛词派”提出了质疑，认为“东坡词多放旷，稼轩词

多豪迈”，二者绝不相同，难以同派。 

     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苏词与婉约词有相通之处，如王利华《苏轼对婉约词的

雅正》（《内蒙古师大学报》1992 年第 4 期）认为苏轼使婉约词从抒情风格到词

品都得到更新，他去掉了柳词的俗艳轻浮，却吸收了它写景和意境烘托的阔大； 

改变了雅词柔弱的风格，却学习了它抒情的含蓄和语言的优雅。何文桢《苏轼婉约

词的创作特色》（《南开大学学报》1995 年第 6 期）指出: “在现存苏轼三百四

十多首词中，其豪放词竟不足他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而较多的却是明丽、婉媚的

婉约词”，并认为“苏轼婉约词独特风格的形成,，首先在于他对词这一文体艺术

传统的继承和革新”。顾三京《论苏轼悼亡词兼论古代悼亡词的创作》（《河北师

大学报》1992 年第 4 期）认为“词以悼亡，始自苏轼”，表现了深沉婉约的审美

意韵。张寅彭《市俗情欲的欢愉与道统信仰的危机——柳词“婉约”、苏词“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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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说驳正》（《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2 年第 2 期）认为柳词欢唱男女情爱， 

用的是一泻无遗的直叙笔法；苏词咏叹人生的虚幻失意，往往喜欢“犹抱琵琶半遮

面”，前者是“任情”，后者是“敛情”，否定了传统术语的适用性。王水照先生

《苏轼论稿》中指出“豪放”、“婉约”两分法的本质是词体的正变问题, 应从

“正变”、“词派”、“风格”三方面辨析其内涵。 

     对于后者即“以诗为词”问题，朱大成《苏轼与南京“婉约”派词》（《沈

阳师院学报》1990 年第 2 期）认为“苏轼在词史上是一位从根本上扭转词的发展

方向的人物”，“苏轼从理论上肯定词曲‘盖诗之裔’，以此提高词曲的地位，在

创作上将诗意、诗法、诗句等带进词里, 以使词曲归于‘雅正’，在评论上以评诗

的标准去评论词，以提高词品，总之其目的是以诗的传统去改造鄙俚浅俗的词”。

刘石《苏轼“以诗为词”的内因说——兼论苏辛之别的一个问题》（《文史哲》

1992 年第 6 期）认为“词具有一种传达其它文体所不易传达的幽微窈眇，忱挚深

婉的情感之功能”，“苏轼豁达明朗、潇洒超旷的性格气质刚好与词的特质相悖，

这也就是其‘以诗为词’改变传统词风的内部原因。”并在《苏轼词新论》（《文

献》1993 年第 1 期）提出“以诗为词”说的实质“是指拿适用于创作自由较多的

同时就是艺术要求较低的文体的创作手法来创作自由较少的同时也是艺术要求较高

的文体”， “‘以诗为词’虽可以提高词的社会功能，难免在相当程度上损害词

体特性， 使词失掉一些词体特有的韵味。”崔海正《东坡词研究》一书（山东大

学出版社 1992 年出版）认为“这一说法的实质是立足于诗的立场来看词体，而不

是立足于词本身来观察它的发展，这不免使词丧失了它的本体意义”。蔡相宗《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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轼词风格研究》对苏轼词风格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界定了苏轼的豪放词、婉约

词、谑浪词和农事词等风格并分析了苏轼词以旷达超脱为特色的多样性统一的特

征。 

    东坡词的分期问题近几年来也引起了词学界的关注。本世纪 30 年代, 龙榆生

先生曾提出过“三期说”； 1987 年, 日本学者村上哲见先生据龙说增衍为四期。

1992 年崔海正《东坡词研究》一书将东坡词作的演进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期

“初试词笔”，“自熙宁五年至熙宁七年知密州之前”；第二期“自是一家”，

“自熙宁八年至元丰二年贬黄州之前”；第三期“篇篇皆奇”，即“高峰阶段”，

“自元丰二年至元丰八年”；第四期“旧曲新韵”，“自哲宗元元年直到东坡去

世”。朱德才《东坡乐府分期论》（《词学》第 11 辑）亦提出“四期论” ，具

体分段与内中论析与前者不同。第一期为“发轫期”，“自熙宁四年至七年”；第

二期为“成熟期”，“自熙宁七年至元丰二年”；第三期为“巅峰期”，“自元丰

二年至七年”；第四期为“衰微期”，“自元丰七年至元符三年”。一般文学史及

有关东坡的研究论著都认为东坡作词始自熙宁五年 37 岁时, 分期研究也多半以此

为上限。薛瑞生《东坡前壬子词考证》（《西北大学学报》1992 年第 1 期）考证

出东坡在宋仁宗嘉五年 25 岁时即开始写作《浣溪沙·山色横侵》词，至熙宁四年

36 岁时，至少写出 11 首词，这对东坡词的分期很有参考价值。以往对东坡的词

学观研究很少见，刘国《苏轼文艺理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年出版）中

曾阐述过苏轼词论，近几年陆续出现研究这一问题的专文，认识亦有所深入。杨佐

义《苏轼词学思想研究》（《东北师大学报》1991 年第 2 期）提出“以词为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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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是东坡的一个重要词论观点，“歌词与声律的结合应该‘天成’的观点”，是

苏轼评价歌词的一项标准，并且推赏“豪放”、“自是一家”。崔海正《从〈东坡

词话〉看东坡的词学观》（《东方丛刊》1992 年第 1 期）从词的本体论、创作

论、风格论、美学标准与价值尺度等四个方面勾勒出东坡词学观念的基本轮廓。方

智范《中国词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出版）以“苏轼的诗化理

论”标举东坡的词学思想；刘石《苏轼词新论》则提出“苏轼轻词说”。4 

     与笔者题目最为相近的是吴媛媛的《浅析苏轼词的比喻》，5论文里阐释比喻

是一种古老而又长青的修辞方式，宋代文学家苏轼在艺术审美上追求自然，因此在

其诗文中用比喻就颇为习见。以诗为词创作风格，使词的比喻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

力。苏轼词的比喻开阔而新奇。所谓开阔是指其词中的比喻方式多种多样，且比喻

的本体、喻体关系多样,所谓新奇是指比喻取象视角与比喻意象营构的创新。异彩

纷呈的比喻再现了他潇洒自如的气度、乐观博大的情怀,也表达了词人对人生的感

悟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但是这和笔者的本文的内容却不大一样，笔者所完

成的是苏轼使用比喻的美。 

第二节：研究范围 

 

     修辞也可称“修辞学”，许多学者为修辞下过定义，如《易经》乾卦《文

言》上说：“修辞立其诚”，大意是：说话，写文章要做到“辞”和“事”相互适

                                                             
4转引自：侯怡敏：<苏轼文学研究述略>，《中国文学研究》1997 年 03 期  ，页 47-49。 
5吴媛媛：<浅析苏轼词的比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2007年 15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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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辞”即“语言”；“诚”即“事实”6。汉语大词典：“修辞学是语言学的

一个学科，研究如何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及表现方式是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

有力，亦省称：‘修辞’” （《现代汉语词典》）7；“所谓修辞学，实即研究如

何修饰文辞、使能充分地美妙地发挥作者情意的一种技术”（徐梗生《修辞学教

程》）；“修辞就是是我们能够最有效地运用语言，使语言有说服力的一种艺术或

规范的科学“（高名凯《普通语言学》）；“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流思

想而适应现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因素以美化语言”（张弓《现代语言修辞

学》）。8笔者认为“修辞”是作者使用语言以婉转地更丰富的表现方法表达作品

的语言，在苏轼词里作者更是善于利用修辞的表现手法婉转地表达词的意旨。 

     修辞有许多的修辞方法，被称为“辞格”，如：比喻、比拟、借代、夸张、

对偶、排比、反复、设问、反问、引用、反语等。本章节主要以比喻辞格为苏词进

行审美。比喻即是打比方，修辞学上说，描写事物或说明道理时，用同它相似的事

物或道理来打比方，这种辞格称为比喻，9更准确来说，比喻是至少涉及两种事

物，有时只出现表达一种事物的语义，然这语义背后必定隐藏另类事物的意义。不

同事物必须有相同或相似特征才能发生联想，并借助相似联想通过语义转移组合表

达思想感情，或把抽象的事物形象化，或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化，或把平淡的事物生

动化，或把不明的事物明朗化，或把未知的事物已知化。10 

                                                             
6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页 15。 

7 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编委会：《汉语大词典·第一卷（下册）》，上海：《汉语大词典》

出版社，2001 年，页 1382。 
8
 转引自：王希杰《汉语修辞学》—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页 6-页 7。 

9汪丽炎：《汉语修辞》，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 年，页 66。 
10 李国正：《文学修辞学》，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2011 年，页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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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将从比喻的三种基本类型即明喻、暗喻和借喻对苏轼的词进行审美。每一

章，笔者将对类型的特征进行讲解，接着笔者将会列举苏轼的词作为该类型的例

子，最后对于苏轼的词进行审美。 

第三节：研究方法/研究难题 

 

对于要完成论文，笔者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来进行苏轼词的审美。主要的研究

方法是归类法，先多次阅读作者的词后，经由自己对于词的了解进行分类，分析词

的属类后，再一一进行挑选一些属于较精准的词进行归类。  

整个研究过程是：详读文本—>了解修辞定义—>归类—>删选—>归类—>审

美，也就是说笔者先详读苏轼的词，先对词有了基本的了解后，接着，理解修辞的

定义再对苏轼词进行修辞的分类，归类后就针对已归类之词进行删选而后进行词的

审美。此外，笔者也进行了文献研究法主要是参考一些文献，了解历史再加以论

述，所获得资料主要来自于图书馆和网上数据库。 

研究过程的难题主要是对词的不熟悉，不过这个难题只要经过详细地赏析再加

上苏轼资料就可以了解词的意旨而后就可以进行审美。 

第二章：明喻 

 

    明喻可称为“直喻”，而明喻也是比喻里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明喻就是明显的

比喻。它的形式是本体、喻体、喻词一起出现。常用的喻词有：“好像”、“好

似”、“仿佛”、“犹如”、“宛如”、“比如”、“如同”、“恰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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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如”、“似”等，或与“似的”、“一样”、“一般”结合运用。有的

明喻不用喻词，如“人山人海”、“车水马龙”。11明喻里，本体和喻体间的相似

点要密切，而且明喻的句子除了一个本体、一个喻体的形式外，也有一个本体，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喻体形式。 

第一节：明喻的定义和特征 

 

    在政治上“不得志”的苏轼，以坚贞坦荡的品格和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一改

“绮罗香泽”之词风，正如刘辰翁所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

地奇观” 12。苏词中比喻开阔的特征与此相契合，多种比喻类型的呈现出雄浑豪放

又不失俊逸秀美的苏轼词，往往因比喻这种修辞方式的点染而情理兼具、神形毕

现 ，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 

         明喻即是明白的比；明白地说出，是比喻的一种。表明本体事物“像”喻体

事物的修辞关系。本体和喻体之间，一般有喻词“似”﹑“若”﹑“像”﹑“如

同”﹑“好比”等。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明喻是修辞里最明显的修辞表现手法，

只要有了喻词、本体和喻体，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是否属于“明喻”。 

    苏轼的词里运用了许多比喻的表现手法，属明喻最多，笔者将在第二节举例详

加介绍。笔者认为苏轼词之所以会运用较多明喻主要是因为与作者的性格有关，作

者是个豪放之人，因为在表达他的内心感受的时候并不喜欢拐弯抹角的，而明喻这

                                                             
11李国正：《文学修辞学》，页 83。 
12陈迩冬：《苏轼词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页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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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表现方式是最明确、直接也可以冗长而复杂地可以表达他的意旨，所以苏词三百

多首词里有多数都是以明喻的表现方式写词。 

第二节：苏词里明喻的例子 

 

苏词里有许多明喻的例子，如下： 

【浣溪沙】 

半夜银山上积苏。朝来九陌带随车。涛江烟渚一时无。 

空腹有诗衣有结，湿薪如桂米如珠。冻吟谁伴捻髭须。
13
 

在这词里，“薪”与“桂”的相似之处是有价值的东西，“米”与“珠”的相似之

处亦同，“薪”、“米”是本体，“桂”、“珠”是喻体，“似”是喻词。词人把

“薪”比成“桂”，把“米”比成“珠”，刻画了一位身穿破衣烂衫、腹中空空只

有诗文的读书人 ，明 喻手法 的运用增强 了词的现实性 ，使词的表现力更强。 

【行香子】 

昨夜霜风。先入梧桐。浑无处、回避衰容。问公何事，不语书空。但一回醉，一回病，一

回慵。 

朝来庭下，光阴如箭，似无言、有意伤侬。都将万事，付与千锺。任酒花白，眼花乱，烛

花红。
14
 

                                                             
13 唐圭璋：《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页 405。 
14唐圭璋：《全宋词》，页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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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词里，“光阴”与“箭”的相似之处是都是速度之快， “光阴”是本体，

“箭”是喻体，“如”是喻词。词人把“光阴”比成“箭”，作者想要形容光阴就

像箭一样，一下子就不见了。苏轼处的那个年代里，速度最快而且眼睛看得到它的

快速就属射箭了，而且用射箭来形容光阴是恰到好处，让读者可以深刻地体会光阴

之快。 

【浣溪沙】 

醉梦醺醺晓未苏。 门前辘辘使君车。 扶头一琖怎生无。  

废圃寒蔬挑翠羽， 小槽春酒冻真珠。 清香细细嚼梅须。
15
 

这作品作于元丰四年苏轼贬谪黄州期间，这年冬天的十二月二日，一个雨雪霏霏的

日子，黄州知州徐君猷带着酒来看望苏轼，苏轼很受感动，于坐上即写下三首《浣

溪沙》词，这是第二首，写的是他与知州大人相聚宴饮，不胜酒力的词人喝得大

醉，第二天早晨醒来后，徐大人已然离去，但见大雪纷飞，词人意犹未尽，又续作

二首，进一步抒发对雪感怀的思想情感和人生体验。在词中，花香是本体，梅须是

喻体，梅须：傅注：花香多在須间粉上16。比喻口中寒蔬春酒的甘芳。 

【木兰花令】 

霜余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颍咽。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 

                                                             
15唐圭璋：《全宋词》，页 405。 
16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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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17
 

这首词是苏轼五十六岁时为怀念恩师欧阳修而作。苏轼推算，他这次来颍州，上距

欧公知颍州已四十三年了，岁月流逝，真如电光一闪而过，因此下一句说“四十三

年如电抹”。在词里“四十三年”是本体，“如”是喻词，“电抹”是喻体，词人

用电抹和四十三年来相比，形容时间过得非常快速。 

【三部乐】 

美人如月。乍见掩暮云，更增妍绝。算应无恨，安用阴晴圆缺。娇甚空只成愁，待下床又

懒，未语先咽。数日不来，落尽一庭红叶。 

今朝置酒强起，问为谁减动，一分香雪。何事散花却病，维摩无疾。却低眉、惨然不答。

唱《金缕》、一声怨切。堪折便折。且惜取、年少花发。18 

开头“美人”三句，用月亮刚出现就被暮云遮住比在晴空时更美，来比喻美人的愁

容比欢颜更美。句子把美人比做月亮，形容美人像月亮一样那么漂亮。“美人”为

本体，“如”为喻词，“月”为喻体。 

【少年游】  

去年相送，馀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 

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恰似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19 

                                                             
17
唐圭璋：《全宋词》，页 364。 

18唐圭璋：《全宋词》，页 384。 
19唐圭璋：《全宋词》，页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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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三月底、四月初，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因赈济灾民而远在润州

时(今江苏镇江)为寄托自己对妻子王润之的思念之情，他写下了这首词。此词是作

者假托妻子在杭思己之作，含蓄婉转地表现了夫妻双方的一往情深。词中飞雪与杨

花互喻的手法一道，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魂。

“雪”、“杨花”是本体亦是喻体，喻词为“似”，如此使用明喻的艺术手法更看

出苏轼的过人之处。 

【菩萨蛮】 

玉笙不受朱唇暖。离声凄咽胸填满。遗恨几千秋。恩留人不留。 

他年京国酒。泫泪攀枯柳。莫唱短因缘。长安远似天。20 

词作于熙宁七年甲寅十月，作于润州。“长安远似天”，长安就跟天一般，一样那

么遥远之意。词中“长安”为本体，“似”为喻词，天为“喻体”。 

【灭字木兰花】 

江南游女。问我何年归得去。雨细风微。两足如霜挽紵衣。 

江亭夜语。喜见京华新样舞。莲步轻飞。迁客今朝始是归。21 

作于元丰六年癸亥，作于黄州。“两足如霜挽紵衣”，李白《浣纱石上女》：“一

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又《越女词》五首其一：“屐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

22”意思即是两只脚就像霜一般那么白皙。 

                                                             
20唐圭璋：《全宋词》，页 392。 
21唐圭璋：《全宋词》，页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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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奴娇】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

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23 

在词中，“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乱”“穿”体现了山崖的

不平、险峻、直插云霄，“惊”写出了波涛的气势，使人惊心动魄，“千堆雪”是

比喻，形象地描绘出江水拍打江岸后飞溅起的浪花的颜色和形态。那穿空的石壁、

拍岸的惊涛、如雪的浪花，都似乎是在向后代显示当时的威烈，诉说着当年“英雄

人物”所建树的辉煌业绩。这句话里并没有出现本体、喻词，只出现了喻体“千堆

雪”，本体应该是“浪花”，喻词应噶是“似”或“像”，整段完整的句子是飞溅

起的浪花似千堆雪一般。“浪花”、“雪” 一样都是属于白色。此人如此写的主

要意义是要让读者有浪花像雪一样白白地挂在岸上，使用“雪”是要让画面更有具

体感。 

【菩萨蛮】 

柳庭风静人眠昼。昼眠人静风庭柳。香汗薄衫凉。凉衫薄汗香。 

手红冰碗藕。碗藕冰红手。郎笑藕丝长。长丝藕笑郎。
24
 

                                                                                                                                                                                     
22

 转引自：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496。 
23唐圭璋：《全宋词》，页 363。 
24唐圭璋：《全宋词》，页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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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词里，喻体是藕丝，莲藕中的细丝，喻男女情意不绝。孟郊《去妇》诗：“妾

心藕中丝，虽断犹牵连。”25本体是男女的情意，喻词是“似”，整段话是男女的

情意就似藕丝一般虽断犹牵连。 

【念奴娇】 

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

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 

我醉拍手狂歌，与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

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26
 

元丰五年壬午中秋，作于黄州。词中“江山如画”，“江山”是本体，“如”是喻

词，“画”喻体，意思就是江山就好像一副画一样。 

【渔家傲】 

一曲阳关情几许，知君欲向秦川去。白马皂貂留不住。回首处，孤城不见天霖雾。 

到日长安花似雨，故关杨柳初飞絮。渐见靴刀迎夹路。谁得似，风流膝上王文度。27 

词中“花似雨”是落红似雨。李贺《将进酒》诗：“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

红雨。28”因此“花”是本体，“似”是喻词，“雨”是喻体，形容花落就像下雨

一样。 

                                                             
25 转引自：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307。 
26
唐圭璋：《全宋词》，页 425。 

27唐圭璋：《全宋词》，页 370。 
28转引自：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828-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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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溪沙】 

入袂轻风不破尘。玉簪犀璧醉佳辰。一番红粉为谁新。 

团扇只堪题往事，新丝那解系行人。酒阑滋味似残春。
29
 

词中“酒阑滋味似残春”是明喻，本体“酒阑滋味”，喻词“似”，喻体“残

春”，值得就是嘴里酒的滋味就好象残春一样。词人这样的用法是让本来具体的事

物化为抽象，但是其实并没有这种残春的滋味，这只是此人个人感受，主要目的是

要表达当时他的个人感受而已。 

【浣溪沙】 

长记鸣琴子贱堂。朱颜绿发映垂杨。如今秋鬓数茎霜。 

聚散交游如梦寐，升沈闲事莫思量。仲卿终不避桐乡。
30
 

词中“聚散交游如梦寐”，本体是“交游”，喻词是“如”，喻体是“梦寐”，意

思是交游就好象做梦一样，“交游”与“梦寐”的共同之处就是都是一样美好。 

【劝金船】 

无情流水多情客。劝我如曾识。杯行到手休辞却。这公道难得。曲水池上，小字更书年

月。还对茂林修竹，似永和节。 

纤纤素手如霜雪。笑把秋花插。尊前莫怪歌声咽。又还是轻别。此去翱翔，遍赏玉堂金

阙。欲问再来何岁，应有华发。31 

                                                             
29唐圭璋：《全宋词》，页 414。 
30唐圭璋：《全宋词》，页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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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中“纤纤素手如霜雪”，本体是“素手”，喻词是“如”，喻体“霜雪”，意思

是白白细细的手就像雪一样。“素手”与“霜雪”的共同之处就是白。 

第三章：暗喻 
 

    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将明喻，隐喻和提喻皆归类为譬喻，并指出“隐喻是

比明喻更进一层的譬喻。”，“隐喻的形式是‘甲就是乙’，在形式上是相合的关

系。”从语言的阐释和修辞功能上讲，隐喻“是以一个异质而同值的语词‘置换’

在常规词序中应该出现的语词。” “是根据联想，抓住不同事物的相似之点，用

另一事物来描绘所要表现的事物。”隐喻是两个不同性质但某点相同的事物之间含

蓄的比较，它常以他事物的名称来阐述所要描述的事物。32 

第一节：暗喻的定义和特征 

 

暗喻也称为“隐喻”，捉住本体与喻体的某些相似之处而比明喻更进一步，将

本体与喻体视为一体。33陈正治《修辞学》：隐喻就是隐藏的譬喻，又叫暗喻。它

的形式是将本体跟喻体说成同一个东西的譬喻；喻词由系词如：是、就是、简直

是、一定是、为、成为、变成、成了、叫做„„等代替。34 

                                                                                                                                                                                     
31唐圭璋：《全宋词》，页 364。 
32 转引自：于玮娜：<隐喻：文体色彩和美学价值之思考>，《电大英语快讯》2006 年第四期，

http://www1.open.edu.cn/elt/15/9.htm，2011 年 11 月 19 日。 
33 李国正：《文学修辞学》，页 84。 
34 陈正治：《修辞学》，台北市：五南，2003 年，页 15。 

http://www1.open.edu.cn/elt/15/9.htm，2011年11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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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词中的暗喻常与用典联合起来 ，极富浪漫色彩 ，易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

暗喻是将本体的表述，在逻辑和感情意义上化作喻体的形象单位，从而在本体不现

的情况下，让喻体凝炼、集中地说出本体表述难明的意义。 

在古声应的《现代汉语语法修辞》指出，暗喻就是不明白地告诉对方在打比

方。本体和喻体都要出现，或者可以说，它的形式就是：“甲等于乙。”只是喻词

用“是”、“变成”、“成为”、“等于”等词，这些词有个共同的语法意义，表

示本体与喻体似乎是同一的事物，使人对那个相似之处感觉更真切。35 

第二节：苏词里暗喻的例子 

 

苏轼词里的暗喻的例子没有明喻多，但是苏轼也颇多使用了暗喻的表现手法。如： 

【定风波】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36 

词中“雪飞炎海变清凉”，在这里本体是“炎海”，喻词是“变”，喻体是“清

凉”，“炎海”与“清凉”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感受，炎热与清凉，两个对比的感

觉，词人直接从炎热变成清凉。 

【水调歌头】 

                                                             
35古声应：《现代汉语语法修辞》，成都：巴蜀书社，2001 年，页 210。 
36唐圭璋：《全宋词》，页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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昵昵儿女语，灯火夜微明。恩冤尔汝来去，弹指泪和声。忽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气，

千里不留行。回首暮云远，飞絮搅青冥。 

众禽里，真彩凤，独不鸣。跻攀寸步千险，一落百寻轻。烦子指间风雨，置我肠中冰炭，

起坐不能平。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37 

这首词里没有本体，本体应该是弹出来的音乐，本来是温柔的音乐但是忽然变成像

勇士一样，喻词是“变”，喻体是“勇士”。此人如此的用法让读者有另一种清新

的感受，再加上此人在喻词前加上“忽”字，让人更有深刻的印象。 

【菩萨蛮】 

碧纱微露纤纤玉。朱唇渐暖参差竹。越调变新声。龙吟彻骨清。 

夜来残酒醒。惟觉霜袍冷，不见敛眉人。胭脂觅旧痕。
38
 

词中的“越调变新声”，本体是“越调”，喻词是“变”，喻体是“新声”。在理

解这段句子之前，先要了解前面的句子，“碧纱微露纤纤玉，朱唇渐暖参差竹”这

是形容一个女子的仪态及其容貌，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美人，因此本来是一样的乐

曲却因弹奏的人不同而不同，因此越调就变成新的声音了。 

【醉翁操】 

琅然。清圜。谁弹。响空山。无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荷蒉过山

前。曰有心也哉此贤。 

                                                             
37唐圭璋：《全宋词》，页 361。 
38唐圭璋：《全宋词》，页 391。 



19 
 

醉翁啸咏，声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童巅。水有时而回川。思翁无

岁年。翁今为飞仙。此意在人间。试听徽外三两弦。
39
 

词中“翁今为飞仙”，在这里本体是“翁”，喻词是“为”，喻体是“飞仙”。从

字面来看，这个老翁化成了飞仙。 

【浣溪沙】 

霜鬓真堪插拒霜。京弦危柱作伊凉。暂时流转为风光。 

未遣清尊空北海，莫因长笛赋山阳。金钗玉腕泻鹅黄。40 

词中“暂时流转为风光”，没有本体，本体应该是不在词里的“凄凉”，喻词是

“转为”，喻体是“风光”。意思是因为拒霜这一高傲的芙蓉让本来凄凉的门庭暂

时转为风光。 

【临江仙】 

细马远驮双侍女，青巾玉带红靴。溪山好处便为家。谁知巴峡路，却见洛城花。 

面旋落英飞玉蕊，人间春日初斜。十年不见紫云车。龙丘新洞府，铅鼎养丹砂。41 

词中“溪山好处便为家”，本体是“溪山好处”，喻词是“为”，喻体是“家”，

意思是溪山好处就像家一样。溪山好处与家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带给词人温

暖、安宁的感觉，因此词人溪山就好象的他的家一般。 

                                                             
39
唐圭璋：《全宋词》，页 426。 

40唐圭璋：《全宋词》，页 406。 
41唐圭璋：《全宋词》，页 36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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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恋花】 

一颗樱桃樊素口。不爱黄金，只爱人长久。学画鸦儿犹未就。眉尖已作伤春皱。 

扑蝶西园随伴走。花落花开，渐解相思瘦。破镜重圆人在否。章台折尽青青柳。
42
 

词中“眉尖已作伤春皱”，本体是眉尖，喻词是“作”，喻体是“皱”。为什么美

人皱眉呢？原来是他学画鸦儿还没成功，所以就皱起了眉头。词人用“春皱”让人

不至于一想就想到眉头皱起的画面，让读者一想到的是美丽的春天有了一个小瑕

疵。 

【西江月】 

莫叹平原落落，且应去鲁迟迟。与君各记少年时。须信人生如寄。 

白发千茎相送，深杯百罚休辞。拍浮何用酒为池。我已为君德醉。43 

词中“拍浮何用酒为池”，本体是“酒”，喻词是“为”，喻体是“池”。 

【醉落魄】 

醉醒醒醉。凭君会取这滋味。浓斟琥珀香浮蚁。一到愁肠，别有阳春意。 

须将幕席为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从他落魄陶陶里。犹胜醒醒，惹得闲憔悴。44 

                                                             
42
唐圭璋：《全宋词》，页 387。 

43唐圭璋：《全宋词》，页 366。 
44唐圭璋：《全宋词》，页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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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中“须将幕席为天地”，本体是“席”，喻词是“为”，喻体是“天地”，意思

即是把席子当作天地。从这个句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词人豪放的性格，以天为被，大

地是他的床，一个多么写意的画面立刻展现在读者的眼中。 

【满江红】 

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云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

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 

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不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

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45
 

词中“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本体是“君”、“我”，喻词是

“是”、“为”，喻体是“南山遗爱守”、“剑外思归客”，这个句子不仅有暗喻

也有对偶的修辞手法。“君”与“我”都是人，“南山遗爱守”与“剑外思归客”

的不同之处是你是个忠心的太守，我却只是一个想着归家的客人而已。 

【天仙子】 

走马探花花发未。人与化工俱不易。千回来绕百回看，蜂作婢。莺为使。谷雨清明空屈

指。 

白发卢郎情未已。一夜翦刀收玉蕊。尊前还对断肠红，人有泪。花无意。明日酒醒应满

地。
46
 

                                                             
45唐圭璋：《全宋词》，页 361-362。 
46唐圭璋：《全宋词》，页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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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中“蜂作婢，莺为使”，本体是“蜂”、“莺”，喻词是“作”、“为”，喻体

则是“婢”、“使”。这个句子里不单只有隐喻的修辞手法，也有拟人修辞手法，

蜂、莺都化作了婢女还有使女。 

【雨中花慢】 

嫩脸羞娥，因甚化作行云，却返巫阳。但有寒灯孤枕，皓月空床。长记当初，乍谐云雨，

便学鸾凰。又岂料、正好三春桃李，一夜风霜。 

丹青□画，无言无笑，看了漫结愁肠。襟袖上，犹存残黛，渐减余香。一自醉中忘了，奈

何酒後思量。算应负你，枕前珠泪，万点千行。
47
 

词是苏轼在他的第三位夫人王朝云逝去之后，为她所写的悼亡词，以此来怀念这位

与他同甘共苦的红颜知己。因秦少游曾以巫山神女比作朝云，故开篇便问：“嫩脸

羞娥”（年轻貌美的朝云）“因甚化作行云，却返巫阳”（喻去世）？这使他陷入

“但有寒灯孤枕，皓月空床”和“枕上珠泪，万点千行”的凄凉境地。 

【行香子】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 

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 

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48 

                                                             
47唐圭璋：《全宋词》，页 424。 
48唐圭璋：《全宋词》，页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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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说明人生的虚无，从古代典籍里找出了三个习用的比喻。《庄子•知北游》

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隙），忽然而已。 ”古人将日影喻为白

驹，意谓人生短暂得象日影移过墙壁缝隙一样。《文选》潘岳《河阳县作》李善

《注》引古乐府诗“凿石亦谓人生如燧石之火。” 《庄子•齐物论》言人“方其梦

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唐人李群玉《自遣》之“浮生

暂寄梦中身”即表述庄子之意。49苏轼才华横溢，在这首词上片结句里令人惊佩地

集中使用三个表示人生虚无的词语，构成博喻，而且都有出处。 

【菩萨蛮】 

画檐初挂弯弯月。孤光未满先忧缺。遥认玉帘钩。天孙梳洗楼。 

佳人言语好。不愿求新巧。此恨固应知。愿人无别离。
50
 

孤光未满先忧缺：孤光指月。杜甫《桔柏渡》诗：“孤光隐顾盼，游子悵寂寥。”

51
此言月未圆已先忧缺，暗喻人刚团圆已隐忧再有别离。 

【双荷叶】 

双溪月。清光偏照双荷叶。双荷叶。红心未偶，绿衣偷结。 

背风迎雨流珠滑。轻舟短棹先秋折。先秋折。烟鬟未上，玉杯微缺。52 

词中“烟鬟未上，玉杯微缺”隐喻破身。53 

                                                             
49 转引自：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726-727。 
50
唐圭璋：《全宋词》，页 392。 

51转引自：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292。 
52唐圭璋：《全宋词》，页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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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借喻 
 

    借喻也是比喻的其中一种类型，一般比喻包含了本體 、喻詞和喻體三部份；

而借喻是本體 、喻詞都不在句子中出現，而以喻體來代替本體的一種比喻。 

第一节：借喻的定义和特征 

 

          借喻直接借助喻体说明理念，描写事物，表达情感。表达方式比暗喻更为含

蓄。由于喻体直接代替本体，而本体在该语句中不出现，也没有喻词，要弄清喻体

的语义内涵，必须深入体味语境信息，对语境信息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借喻的表达

效果。54 

         陈正治《修辞学》：借喻是借用喻体来表达整个意思的譬喻法。这种譬喻

法，省略了本体与喻词。借喻的修辞法，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喻体的，都属于借喻

形式的博喻。55 

         学者向来常会对借喻和借代的意见分歧，借喻之所以和借代容易混淆，就是

因为二者都有要素一个借字，并且只有一个要素。一个事物出现，即喻体和替代

物。被比喻的、被借代的本体均不出现，中间也没有起连接的作用。尽管如此，他

们终究不是同一修辞方法。因为一个喻，一个是代，笔者尝试从相同中找出不同。

借喻是借而不代，借代是代而不喻；借喻侧重“相似性”，借代侧重“相关性”；

借喻可还原为明喻，借代则不能；借喻还原三个要素都可出现，而借代只能是一

                                                                                                                                                                                     
53
转引自：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19。 

54李国正：《文学修辞学》，页 86。 
55陈正治：《修辞学》，页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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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总之，区分借喻和借代，除了在概念上内涵上彻底了解外，不要在“借”字上

迷惑，要从“喻”和“代”上去区别。 

 

 

第二节：苏词里的借喻的例子 

 

苏词中的借喻能委婉、含蓄地表达词人的心曲，苏词里一些使用借喻修辞手法的例

子，如：【浣溪沙】 

菊暗荷枯一夜霜，新苞绿叶照林光。竹篱茅舍出青黄。 

香雾噀人惊半破，清泉流齿怯初尝。吴姬三日手犹香。56 

以“香雾 ”喻指剥开橘子时的芳香 ，以“清泉”喻指橘汁在齿舌间的流动 。如临

其境 ，具体可感 。词人借“香雾”及“清泉”比喻了不一样的嗅觉及味觉，让感

觉更有画面。 

【江神子】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 

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 

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 

                                                             
56唐圭璋：《全宋词》，页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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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 

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57
 

首三句写山色湖光作为人物的背景画面，“一朵芙蕖”两句紧接其后，实写水面荷

花，并以出水芙蓉比喻弹筝的美人，即巧妙运用了比喻辞格也收到了双关的艺术效

果。从结构上看，这一表面写景，而实则转入对弹筝人的描写，可说是天衣无缝，

接着从白鹭似也有意倾慕来烘托弹筝人的美丽，而词中之双白鹭实是喻指二客呆视

不动的情状。 

【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 

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 

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58 

过片二句，明写月色，描绘从近处观赏到的月照溪水图，更进一步抒发迷恋、珍惜

月色之佳的心情：“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琼瑶，是美玉，与皎洁的水

上月色相比，词句描写了迷人的溪月风光。月光洒入清澈 的溪流，水月交辉 ，像 

缀满无数晶莹无瑕的珠玉似的。可惜，是可爱的意思。这里用的修辞手法是借喻，

以月色比喻为琼瑶。此句以独特感受和精切的比喻，传神地写出水之清、月之明、

夜之静、人之喜悦赞美。 

【菩萨蛮】 

                                                             
57唐圭璋：《全宋词》，页 385。 
58唐圭璋：《全宋词》，页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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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纱微露纤纤玉。朱唇渐暖参差竹。越调变新声。龙吟彻骨清。 

夜来残酒醒。惟觉霜袍冷，不见敛眉人。胭脂觅旧痕。
59
 

纤纤玉:罗鄴《题笙》诗: “最宜稍动纤纤玉，醉送当观滟滟金”60。这里借喻笙妓

柔美细巧的手指。 

【双荷叶】 

双溪月。清光偏照双荷叶。双荷叶。红心未偶，绿衣偷结。 

背风迎雨流珠滑。轻舟短棹先秋折。先秋折。烟鬟未上，玉杯微缺。
61
 

苏轼借咏荷以咏人，词中用庾语戏虐调侃贾收。 

【西江月】 

别梦已随流水，泪巾犹裛香泉。相如依旧是臞仙。人在瑶台阆苑。 

花雾萦风缥缈，歌珠滴水清圆。蛾眉新作十分妍。走马归来便面。62 

香泉：《方兴胜览》卷 69《凤州》： “香泉在凤州城北，泉自石眼中流出，清冽

而甘”。杜甫《杜鹃》诗： “泪下如迸泉”63。此以香泉喻眼泪。 

【水龙吟】 

露寒烟冷兼葭老，天外征鸿寥唳。银河秋晚，长门灯悄，一声初至。 

                                                             
59唐圭璋：《全宋词》，页 391。 
60转引自：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450。 
61
唐圭璋：《全宋词》，页 411。 

62唐圭璋：《全宋词》，页 366。 
63转引自：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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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念潇湘，岸遥人静，水多菰米。□望极平田，徘徊欲下，依前被、风惊起。 

须信衡阳万里，有谁家、锦书遥寄。万重云外，斜行横阵，才疏又缀。 

仙掌月明，石头城下，影摇寒水。念征衣未捣，佳人拂杵，有盈盈泪。
64
 

仙掌月明：张澍辑《三辅故事》： “汉武帝以铜作承露盘，高二十丈，大十围，

上有仙人掌承露”。杜牧《早雁》诗：“仙掌月明孤影过”。案：金铜仙人在长安

建章宫，此以仙掌喻金陵宫阙。65 

【南乡子】 

不到谢公台。明月清风好在哉。旧日髯孙何处去，重来。短李风流更上才。 

秋色渐摧颓。满院黄英映酒杯。看取桃花春二月，争开。尽是刘郎去後栽。
66
 

“尽是刘郎去後栽”：刘郎乃是刘禹锡自指，此处借喻倡导改革的王安石的“新

党”67，词中“黄英”则为作者和李常的比况。 

【江神子】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

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

射天狼。
68
 

                                                             
64唐圭璋：《全宋词》，页 425。 
65
转引自：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521。 

66唐圭璋：《全宋词》，页 374。 
67转引自：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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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狼：星名，在东井东南。古代以为主侵掠，以喻贪残、盗贼等。《楚辞•九歌•东

君》：“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此以天狼喻西夏。69 

 

【浣溪沙】 

一别姑苏已四年。秋风南浦送归船。画帘重见水中仙。 

霜鬓不须催我老，杏花依旧驻君颜。夜阑相对梦魂间。
70
 

“杏花依旧驻君颜”：葛洪《神仙传》卷十：董奉者，字君异，侯官人也。吴先主

时，有少年为候官县长，见奉年三十余，不知其有道也。罢官去后五十余年，复为

他职，行径侯官，诸故吏人皆老，而奉颜貌一如往昔。问言：“君得道耶？”吾昔

见君如此，吾今已皓首而君转少，何也？奉曰：“偶然耳。”奉居庐山不种田，日

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

株，鬱然成林。奉在人间三八余年乃去，颜状如三十时人也。此以董奉喻闾丘公

显。71 

【菩萨蛮】 

风回仙驭云开扇。更阑月堕星河转。枕上梦魂惊。晓檐疏雨零。 

                                                                                                                                                                                     
68唐圭璋：《全宋词》，页 385-386。 
69
转引自：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149。 

70唐圭璋：《全宋词》，页 408。 
71转引自：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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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逢虽草草。长共天难老。终不羡人间。人间日似年。
72
 

“风回仙驭”，风把太阳神坐的车吹得又倒转回来，借喻天快亮了。73 

【虞美人】 

持杯遥劝天边月。愿月圆无缺。持杯复更劝花枝。且愿花枝长在、莫离披。 

持杯月下花前醉。休问荣枯事。此欢能有几人知。对酒逢花不饮、待何时。74 

“荣枯”：借草木之盛衰以喻人生之穷达。曹植《赠丁翼》：“积善有余庆，荣枯

立可须。”75 

【西江月】 

怪此花枝怨泣，托君诗句名通。凭将草木记吴风。继取相如云梦。 

点笔袖沾醉墨，谤花面有惭红。知君却是为情穠。怕见此花撩动。76 

“继取相如云梦”傅注：“汉•司马相如为《子虚赋》而在云梦之饶，故山泉、土

石、草木、禽鱼无不必究。”但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有“卢橘夏热，黄甘橙

楱”之说。因卢橘不是长安一代产物，故左太冲在《三都赋序》中指其谬曰：“然

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热’„„”苏轼借此比况曹子方吧瑞香称作紫丁香的

                                                             
72唐圭璋：《全宋词》，页 392。 
73转引自：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294。 
74
唐圭璋：《全宋词》，页 418。 

75转引自：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866。 
76唐圭璋：《全宋词》，页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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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可是苏轼却把《上林赋》误记成《子虚赋》，故有“继取相如云梦”之句。

77 

【虞美人】 

归心正似三春草。试著莱衣小。橘怀几日向翁开。怀祖已瞠文度、不归来。 

禅心已断人间爱。只有平交在。笑论瓜葛一枰同。看取灵光新赋、有家风。
78
 

“瓜葛”：喻辗转相连的亲戚或社会关系。蔡邑《独断》下：“四姓小侯，诸侯家

妇，凡与先帝先后有瓜葛者„„皆会。”79 

【踏青游】 

□火初晴，绿遍禁池芳草。斗锦绣、火城驰道。踏青游，拾翠惜，袜罗弓小。莲步袅。腰

支佩兰经妙。行过上林春好。 

今困天涯，何限旧情相恼。念摇落、玉京寒早。任刘郎、目断蓬山难到。仙梦杳。良宵又

过了。楼台万家清晓。
80
 

袜罗弓小：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弓，比喻女子纤小之脚，弯

若弓形。81 

 

 

                                                             
77转引自：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659。 
78唐圭璋：《全宋词》，页 394-395。 
79
转引自：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665。 

80唐圭璋：《全宋词》，页 428。 
81转引自：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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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结语 
 

          苏轼词是一座丰富的“宝库”，从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当时的时代大背景、

苏轼的心理感受、当代的一些服饰、乐理等，当然从苏轼的词中我们可以赏析到不

一样的语言美。不论学者对苏轼属于“豪放”或“婉约”的论题而争得面红耳赤，

但是读者读完苏轼词后觉得苏轼是一个人人竖起拇指称赞的大文学家，读者认为苏

轼在写“豪放”之词可以好像大海大浪那么地豪放；但是一旦写起“婉约词”是就

像是个邻家女孩似的含蓄。 

          当然论文不是讨论苏轼的词风，而是讨论苏轼词的比喻美，笔者尝试站在一

个小读者的小小心灵去赏析了苏轼的词。苏轼的词大多都是使用比喻手法，当然数

“明喻”最多，而明喻中苏轼最喜用“似”、“如”喻词；而暗喻/隐喻中苏轼则

较喜欢用“作”、“为”喻词；而借喻是没有喻词的，但是从研究可以得知苏轼喜

用典来表达苏轼本身所想要表达的意旨。 

         本论文因受时间、字数等限制因此并不能进一步地探讨苏轼词的修辞美，只

能小小地论述了修辞美其中的比喻美，如可进一步做研究可以从苏轼使用“比喻”

的当时的心理状况以及创作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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