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維〈輔川集〉的詩畫藝術及境界

誅曼如

提要：

王維在中國繪畫史及文學上均佔有一席之地，而「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是一直以

來對他的稱譽，網川別業是他晚年半官半隱之所，居住時間長至二十年左右，所以這時

期的詩歌對研究王維具有突出意義。〈輔川集〉組詩是網川二十處景點，連接各個獨立

的畫面，便是一幅和諧完整的「輛川全景圖」’本文試從〈輛川集〉二十首五絕詩，探

討詩中的畫境，以整合﹛輛﹜II集〉中詩畫是否相融，以及其中的美感經驗及境界，進一

步探討及印證王維審美藝術、創作思想。

關鍵字：王維 網川集 詩畫藝術 詩中畫境 情景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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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別首

盛唐國力強大，包融胡漢文化，加上儒佛道思想、盛行，唐人生活視野廣闊，各種

詩體風格有多樣性表達，另外由於天寶末年安史之亂，民生凋蔽之餘，也產生了寫實詩

風，邊塞詩派。而唐朝隱逸風氣極盛，嚴耕望提過：「讀書山林寺院，論學會友，蔚為

風尚，及學成乃出試以求聞途，而宰相大臣、朝野名士亦即多出其中。」 1隱居山林有

為讀書取功名，有為朝廷徵辟，仕宣獵職的捷徑，其中有真隱、偽隱、永居、暫息，風

氣所趨，蔚為潮流，從其中產生自然詩派，王維可為代表之一，王維精於詩、畫、樂，

晚年半官半勵台網川別業，喜好大自然，親近描繪，進而與大自然融合，本文從〈輔川

集〉詩，探討詩中畫意的呈現，自色彩濃淡、光影變化、聲音表達，佈局的構圈，了解

詩查表現的情景交融互滲。

人處於世間萬物的變化中，對空間、時間的感覺也有所體會，所以王維在詩中隱涵

空間的立體藝街、時間變化的描寫，也從中透露出思想趨向。

詩畫藝衛在西方有不同說法，萊森（Lessing）的〈拉奧孔﹜ (Laokoon）是近代詩畫

理論文獻重要軒，乍’質疑詩畫不同質性不可相混淆，本文試從王維輔川詩及其畫論，參

以其他學者論著，探討中西方美學觀點差異。王維對禪宗的領悟，在〈網川集〉中有貼

切的呈現，而王國維「境界說」在文藝理論上佔有重要位置，詩的境界是情景契合，可

由王維《網川集〉詩領略境界及情趣。

二、王維生平

王維生於武后大足元年，卒於肅宗上元 2 年（701-761 年）。字摩話，來酒於佛經

〈維摩詰所說經〉。太原祁（今山西省祁縣）人。生處盛唐之世， f的支王胃，你且協律

郎，王維懂音律、且善琵琶，可能受有影響。父親處廉做過份判、同馬，母親崔氏博陵人，

後封博陵縣君，虔誠信佛三十多年，這必會影響王維思想，弟弟玉緒，唐代宗時做過宰

相。王維 21 歲時登進士第，後來因為伶人舞黃獅事被貶宮，在唐玄宗開元 21 年由張九

齡引荐，擔任右拾遺，開元 25 年，被派往潔州出使塞上， 27 年，自諒州、阻到長安，擔

任左補闕，以後便長留在長安，天寶 14 年安史之亂，王維雖服莉，偽稱瘖疾，但仍被

迫作了「偽官」。 郭子儀收復兩京後，唐玄宗欲處分投靠賊人的官兵 ，因王維曾寫了一

首「百官何日再朝天」的詩，而且弟弟王緒也請求削減自己官職為他贖罪，所以得以獲

免。

1 嚴耕望：（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唐代研究論集〉第二輯，頁 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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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早年有進取心，而且順利中了進士，擁有美好資質及前景，但是一連串的打擊，

三十歲喪妻，五十歲母親去逝，叉被迫傍署，貶官濟州加上提拔他的張九齡也被貶斥，

接連的打擊，使他慢優走向佛、道之路。

王維購置輔川莊’大約在開元末天寶初， z 在網川別業生活將近二十年時間，趙

殿成筆注本會云：

維弟兄俱傳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齊，不衣文躁，得束之間藍田別

墅在車間口，輛水周于令下，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裝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

嘯詠終日，嘗眾其回國所為詩，號桐川集，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元談為樂

，費中無所有，唯茶錯槃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諦為

事。 3

可見居網川時間長，且已深入佛道思想，所以這一時期是生活信仰及藝術活動中

心，對於了解王維思想、有重要意義，而且「唐王維善畫山水人物，筆E健雅壯，體涉古

今，嘗于清涼寺壁畫輔川圈，巖岫盤鬱’雪水飛動，自製詩曰，當世謬詞客，前身處

畫師，不能捨餘習，偶被時人知。」 4 茲以〈網川集〉二十首為主，作一探討。

三、王維〈網川集〉詩中的畫境與山水畫論

蘇軾在〈書摩詰藍田煙雨圖〉中曾提過：「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

畫中有持。」這一論點引起後來廣泛討論甚至被人習用在詩畫批評上。王維多才藝，妙

於詩且精於畫，在唐代繁盛背景下，他的田園山水詩，淡雅閒靜，而晚年隱居輔川別業
時，與好友懿曲唱和其悶，寫下了二十首五言絕句的〈網JI［集〉而且全部有裴迪的同詠。

其序：

俞別黨在調川山谷，其避止有孟城楠、華子同、文杏館、斤竹嶺、鹿柴、木蘭

柴、茱美湖、宮撓陌、臨湖亭、南玲、教湖、柳浪、樂家瀨、金屑泉、白石灘、

北玲、竹里館、辛夷鳴、漆園、椒囡等，與農迪閉眼，各賦絕句云圖。 5

2 王維隱居輔川時間 ，說法不一，此操畢寶魁及入谷仙介的說法。

畢寶魁：〈探眉采珠 ﹒燭幽顯微一一入谷仙介〈王維研究﹜管窺〉’《日本研究﹜ 1996年第 2期，頁鈞

一61 • 
3 清﹒趙殿成簧注： 〈王摩詰全集簧注﹜（台北市：世界書局， 1996 年 6 月），頁 3 • 
4 清﹒趙殿成簧注： 〈王摩詰全集筆注〉（台北市：世界書局， 1996 年 6 月），頁 9 .
5 清﹒趙殿成聾注：《主摩詰全集簧注﹜（台北市：世界書局， 1996 年 6 月），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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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殿成簧注說明此二十首在當時即合為→跌。以下分三部分來探討：首先由設色、聲音、

構圖分析詩中畫境。王維詩中的空間觀是特別之處，故分章討論。而詩也是時間藝術之

一，所以第三部分探索詩中呈現的時間觀。本文所引〈輔川集〉詩，出自清﹒趙殿成筆

注的〈王摩詰全集簧注〉。

（一）、設色、聲音、構圖

謝赫〈古董晶錄〉曾舉出六法：「氣頓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形，經

營位置，傳移棋寓。」 6 其中氣韻生動是以生氣為基礎，要能夠體現生命力的躍動昇

華，在王維詩作中也是一大特色及重點，但已有多位學者深入探討過7 ，本文則以其詩中

畫境的設色、聲音及構圖上的美鵬對關重心。而其隨類附形，就是宗炳所謂「以形寫

形，以色說色。」所談的就是繪畫色彩問題，葛路會談及「設色有濃有淡，如同用墨

有 j農有淡，一幅畫中設色有濃淺，如同墨分五彩，有層次變化。 J 8 王維詩中也透露

那濃淡層次感。先看〈白石灘〉：

清淺白石灘，綠蒲向堪把。家住水東西，混紗明月下。 9

因為清清淺淺，所以白石漾在水裹，清晰可見，水下是白石，水上則是綠蒲’綠色水草

豐滿肥大，映照水中白石，清爽舒服，時間是在晚上，有岐潔明月映照，更添一層柔和

平靜，如此似一靜止畫面，叉加進住水西東的婦女，一起在演紗，撥動水聲，飛搗起水

珠，在白石灘邊，視覺所及，聽覺所間，是盪漾著在一片月光下的輕鬆懼意。只是平實

描繪那灘邊情景，卻令人猶歷歷在目，眼光由水中白石，往上擴及是一大片水草，再往

岸邊是混紗人，接著變成廣角，漫天漫地籠罩在月光下，沒有很多顏色，只有白、綠，

再合著月光，就猶女喃了生命，整個畫面動了起來，簡單而有層次。而〈宮挽陌〉的「幽

陰多綠苔J ’〈敬湖〉的「山青卷白雪」’〈欒家瀨〉的「白鷺J ’〈白石灘〉的「白石」’「綠

蒲」’全都是用白、育、綠三色表現，構成空靈、淡泊的詩風，用色不多而且還用冷色

調，更有寂靜素雅之感。但另外也有青翠、彩翠的光亮色度，例如〈斤竹嶺〉：

檀樂哄堂曲，青草漾漣漪。晴入商山路，棒、人不可知。

6 謝赫：〈古董晶錄﹜ （台北市：藝艾印書館， 1966 年）

7 金學智：（諭王維的詩中畫意及其氣韻生動〉吋鐵道師院學報﹜ 1996 年第二期﹒

徐復觀：《中國藝衛精神〉（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 1984 年 IO 月八貼。第三章釋氣韻生動，頁 144-224.

皆有論及。

“萬路：〈中國繪畫美學範疇體系﹜〈大陸：難江出版社， 1989 年 10 月），頁 208.
9 所哥︱﹛網川集﹜詩 ，引自滑 ﹒ 趙殿成筆注：〈王摩詰全集簧注﹜（台北市 ： 世界書局 ， 1996 年 6 月），頁

18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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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進入檀欒樹中空寂曲折的山路，是靜態的實景，再轉至動態的竹林，由青翠帶出竹

的青綠漣漪特色，再由「青車進漣漪」轉進「畸入商山路」即是光影由亮轉至幽暗的變

化，到三四句則是轉為虛境，即由前面的實景轉入虛境，由現實轉化為象征性，到達之

處是連樵者都不可知，未涉足的山路。猶如心靈勝地，一動一靜，一實一虛，表達詩人

了悟之惰。背翠點出竹的色彩亮度。還有〈木蘭柴〉的彩翠：

秋山傲餘照，飛鳥逐前侶。彩單時分明，夕嵐無處所。

一幅美麗圖畫就割良前，歷歷在目。視覺由遠處的光亮所在，即傍晚的夕陽，轉動至稍

近處，而凝縮成點一一飛鳥，隨著飛鳥身影，視覺叉擴及那天空一抹抹彩光翠色，再轉

至流動的夕嵐雲擂。猶如三D立體圖畫，前景、後景穿錯交叉﹔定點、流動點相互組合。

視覺在這忙碌變換中，全身全心己與大自然、夕陽色彩、光影融合為一體。詩人對秋山

日暮時分的圖景，有欣賞的心情，是畫家的王維、詩人的王維，才能有如此「彩翠J 構

圖與詠嘆詩句。而秋山映照著彩翠，飛鳥猶如夕嵐’兩兩相對，整齊和諧中，動靜皆宜。

視覺的流動，揮灑帶動整體，光亮色彩則為詩句帶來圖畫美感。

比較前述的冷色調，詩人也會適時巧妙加入暖色調，不僅不突兀，反而更有畫龍點

晴之效。像是〈茱英？片〉：

結實紅且緣，復如花史鬧。山中倘留客，置此茱美杯。

紅紅綠綠相間是結著果實的茱英，好像花叉再度重開一樣的盛景。在山中招待客人，相

留客人，可用此如春花盛開為酒杯，變化景物的想像，奇特而神妙。另外還有〈北姥〉

中的「雜樹映朱欄」以及〈辛夷塢〉的「山中發紅等J ’〈金屑泉〉的「金」、「翠」的色

彩斑爛。詩人觀察細膩，設色簡單而內涵豐富。張岩認為王維

善用以綠、青、灰黑色為主的冷色構成的色彩基調，然後利用暖色點緻冷色詞，

形成強烈的對比﹔：利用視覺對色彩的不同距離＂構成詩的空間，形成王維詩中

的“空靈”之氣，．．．．而詩中做為近景的暖色，往往惜色如金，只著一處，但

使得整個略顯冷睹的畫變得活潑，給人以清新之戚。其次，有一些詩句中也採

用了對比色非并列的手法，但冷暖兩色互相依存，互相襯托，形成一個統一體

中，兩個對立、不可分割的色彩畫面。總之，不管是以冷色調為主，還是冷暖

兩色技此相等，經過詩人巧妙的安排與銷設，都同樣讓人享受到了“濃妝淡抹

總相宜” 的藝術魅力。”

Ill 張岩：（淺談王維詩的用色方法〉’〈漸江社會科學﹜ 1995 年第 5 期，頁 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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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以自己對週遭景物的觀察，再通過對色彩的獨特感，配合之下，產生和諧的

美感畫面，所以有「筆墨宛麗」之譽。胡運江：「王詩在色彩的運用上誰與客觀景物特

徵相一致，卻含有強烈的主觀因素，這種典其他詩人不同的特點，是典詩人的藝術修

養、審美趣味和生活境遇分不闊的。 J II這種與其他詩人不同處，在王維的藝衛觀中可

以其山水畫論作一探討，總共有兩篇，〈山水訣〉及〈山水論〉，其中〈山水訣〉：「夫畫

道之中，水墨最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 J 12np表示水墨顏色是最符合大自然

的本性。在墨色濃淡清淺中即可表現，所以運用在詩句中，也是清清爽爽，用色不多，

卻濃淡合宜。

另外探討聲音及構圖表現，對於詩的影響。朱光潛曾說：

詩與樂的基本的類似點在它們都用聲音。．．．．詩所用的聲音是語言的聲音，而

語言的聲音都必伴有意義。 13

詩與音樂雖然都是通過聲音，同用節奏，但是兩者還是有區別的，音樂的節奏是可譜

的，形式化的，傾向於規律、整齊，詩的節奏則傾向變化，以兩者散發的情緒來論述，

音樂的情緒是抽象的，沒有很明顯固定的內容，詩的情緒常於聲音外有文字意義，託

出一個具體情境，所以朱光潛有進一步說明：「詩於聲音之外有文字意義，常由文字

意義託出一個具體的情境來。因此，詩所表現的情緒是有對象的、具體的、有意義內

容的。」 14 王維不獨在設色上精心巧思，聲音及構圖上也加強襯托出詩中畫意，如〈敬

湖〉：

吹蕭凌極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迴首，山青卷白雪。

在蕭聲中、湖面上、船中、送君歸，是由聽覺到視覺，即由吹簫聲中再轉至一回首，吹

蕭聲中是為送君，一回首時卻已是青山白雲。蕭聲代替離別言語，日暮時分分別更添離

愁。另外有人語響的〈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闖入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耳聽人語響，眼見流光返照，不見人的空山中，卻有返照日光閃閃在深林中，在碧綠青

苔上。似是安靜和諧，卻也陡地熱熱鬧鬧、閃亮喧嘩。全是「自然J 的魔力，空靈中透

露著活力律動。 →幅光與影的追逐美景，進然展開在眼前。第二句有實際「人語響」卻

II 胡運江：〈對王維詩歌繪畫美的新探徵〉﹒〈溝陽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盼卜 1994年第 2期，頁 19-23.

12 揚丈雄心詩佛王維研究〉（台北市：文史哲社， 1988 年 2 月），頁 254 。
13 朱光潛心詩論〉（台北市：正中書局， 1985 年 11 月），頁 110.

H 朱光潛心詩論〉（台北市：正中書局， 1985 年 11 月），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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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顯其靜，但三、四旬的「響」雖無聲卻更活潑生動跳躍。由「空山」開始進入卻有「人

語響」’是靜中有動。「返景」的光影變化，後來則定位在青苔上，是動中有靜。一二句

是「人J 三四句是光與自然，主體變化，動靜穿插，尤顯層次豐富。安靜氣氛中，叉

微微有動態，即空山人語和夕陽返景，而這瞬間動態叉蘊含無限靜意。

再分析琴聲嘯聲的〈竹里館〉：

獨坐幽笙裡’彈琴很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獨坐」不僅是形體的孤單，也是內心的狐單。獨坐在哪？在幽靈中，在茂密安靜的竹

林中，在其中做什麼？在彈琴長嘯啊！第三句叉再次強調這片竹林的深遂、人跡少，但

卻有明亮岐潔月光伴照著。由視覺起，是一片深且靜的竹林，聽覺緊隨之，是琴聲、嘯

聲。竹、琴、嘯皆帶領進入一隱者高潔心境中。雖是「深林」’仍有「明月」。視覺聽覺

構成一「聲色樂」的畫面，但字襄行闊的詩句更透露內心的堅持及情趣，詩畫兩相配合，

內舍之蘊意才能令人反覆吟詠、推敲、沈醉。

「獨坐 J 、「幽笙」、「深林」用了獨、幽、深來進一步強調那份孤寂與高潔，而且是

層層推進，凝為一體。詩人在大自然的竹林中，猶能彈琴長嘯，咬潔月光相伴下，更顯

其弧寂卻叉能自得其樂。在第一句視覺凝在一點，第二句則化為聲音的高速昂揚。第三

句叉凝縮至一處，第四句卻叉由明月而上下開展視覺。合開合闊的交錯，視覺聽覺的反

覆，鏡頭的伸縮，焦點的跳躍，畫面詩意的融和’是要用「心」用「情」用「意」去買

貼、去感受。

聲音配合畫面，焦點使用的純熟表現，以寂無人的（辛夷塢〉為代表：

木末芙攀花，山中發紅等。潤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眼前首先出現是樹掰一朵朵芙蓉花，視覺凝聚縮d喧花朵上，接著環顧四週’視覺隨

之開展伸遠，是在山中，緊接著叉回到花上，且更近更焦點縮4、住那花專上，是紅色的，

接下去叉擴及週圍且更遠處，視力所可及之，在潤口上，是寥無人跡，叉再回到花上，

此時動感、聲覺出現了，是「紛紛」的動作，是「開且落」的快速鏡頭，是紛紛自開自

落那微小叉吵雜的生命之聲。

在構圖上，除了距離的遠近，詩人也善用大自然生物的描繪，別有一番風味。像是

（柳浪〉和（欒家瀨〉中柳樹的模樣、自鷺的姿態。先以〈柳浪〉 為例：

分行接綺樹，倒影入清漪。不學御溝上，春風傷別離。

90 



「柳浪」就很形象，柳條嫩枝的隨風拂動，如海浪般遠近推動，用「綺」字描寫柳樹，

更具象化了，楊條的柔軟輕揚加上深深淺淺的綠葉飄動，正如同絲織品的羅綺一樣柔

麗，而如此美麗倒影就映在清澈微有波波的湖水中。第一、二句動中有動、實中帶虛，

是自然景物的純粹描畫，而第三、四句則轉而內心為別離所苦，景物的美好，反襯離苦

別意。結尾點出「別離」意，再回到初始，那羅列分行的柔嫩枝條，清波微動的倒影，

原來都帶有離別的愁緒牽掛。另外分析聲音、構圖充滿畫意的，如〈欒家瀨〉：

城城秋雨中，淺淺石溜瀉﹒跳波自相錢，白鷺驚復下。

雨是飄飄地下，水在亂石中溜瀉，浪則是跳動飛濃。首先由聽覺開始，可以聽見飆塌的

秋雨聲，地點則在那有著大大小小石頭的河水，雨由上而下，下至河中石上，輕快流動，

大小石上，雨水撞擊力道不同，也產生不同水花波浪，至此，猶如一曲輕快音樂滑行而

過，此時突然加進了自鷺，在風雨聲水花四灘中，上上下下，猶如多了「跳躍音f 節
奏韻律感反而更活潑躍動了。

王維的重論除了揭示作畫的觀點外，也可以用來欣賞其詩，兩相印證對照下，更能

明白其詩中畫境、畫意，除了前述的（山水訣）之外，另一篇畫論〈山水論〉：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分人。這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石，

嘻嘻如眉，遠水無述，高與雲齊，比是訣也．．．．．春景，則霧鎖煙籠，長煙引

素，水如藍弟，山色漸脅。夏景，則古木蔽天，綠水無渡，穿雲瀑布，近水幽

亭。秋景，則天如水色，簇簇幽林，雁為秋水，蘆鳥沙汀。冬景，則借地為雪，

樵者負薪，漁＃倚岸，水淺沙平。凡畫山水，須按四峙。 15

王維提出「凡畫山水，意在筆先」’特別揭示了「意」這個概念，就是在作畫下筆前須

胸有成竹，凝神構思，看高下、審左右，才能意到便成。在王維詩中也是有佈局安排，

疏密濃淡的相應。郭因曾提及：

「山水訣」和「山水諭J 認為畫家應通過對早景、晚景、春景、夏景、秋景、

冬景，有兩之景與兩容之景，有風無兩典有雨無風之景，以及進水、遠山、遠

樹，與近水、近山、近樹的各個不同之景，進行細密觀察，理解其規律，並神

與物游， 心與物化，把自然的丘塾化為畫家胸中的丘塾，讓客觀之景，通過畫

家主觀情思的熔鑄，成為主客觀統一的「意在筆先」的「意」’ ．．．．做到和天地

IS 揭丈雄心詩佛王維研究〉（台北市：艾史哲社， 1988 年 2 月），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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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那樣，「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有天成之妙。 16

王維在早期的山水畫，主要使用大青綠法，接近李思訓的寫實青綠山水，叉受到

吳道子寫意水墨山水影響，到了晚年，隱居輔川別業，好靜禮佛入禪，轉以水墨繪畫，

開展了後代山水的情趣與意境，這與他的詩境所顯現的空靈平和，不謀而合。另外，

葷其昌指出王維是改變鉤研的畫法，最開始使用渲淡之法的，此種渲染畫法，會暈閱淡

染，產生明晴光亮深沉的層次效果，運用在詩中，例如〈北時〉中水墨透過的南川水，

延遠加長至明滅青林端，墨色由濃至淡，清楚而模糊，但雖模糊卻叉有那明暗波光閃爍。

而「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深林週圍墨色深濃更映襯青苔光影的明亮。另外「青

單：是漣漪」、「倒影入清漪J 須將墨色渲染如水色般，卻叉能透出翠竹，柳條的倒影，即

淡淡水光申卻有深濃不一的大自然美景。可見王維善章，其畫論的中心重點也妥貼運用

在詩句中，在設色、聲音、構圖上，靈活聯繫搭配得宜，讓「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詩

畫一律，相諧和而昇華藝術美感。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這句話被習用已久，似乎已成為定律，但在西方有不同

看法，十八世紀德國學者萊森（Lessing）的〈拉奧孔） (Laokoon）用費富例証及解說，

說明輩宣於描寫靜物，詩則適合敘述動作，兩者有不同限制及功用。萊辛的《拉奧孔〉

提過「詩中的畫不能產生畫中的畫，畫中的畫也不能產生詩中的畫。 J 17 強調詩叢二

者並不同質，各種藝術因為使用媒介不同有各自的特殊性，在構思和表達上有差別，不

容混淆。朱光潛則在〈詩論〉提出看法：「藝術受媒介的限制，固無可諱言，但是藝術

最大的成功往往在征服媒介的困難。畫家用形色而能產生語言聲音的故果，詩人用語

言聲音而能產生形色的效呆，都是常有的事。 J 18 錢鍾書則提到一切藝術，都是用材

料作為表現的媒介，西洋人的「畫中有詩」是指描繪具體事物，並非我們東方所指的超

越色相、空靈滄蕩的意境。” 中西雙方都看到兩者的特性，但西方美學比較重視藝術

的差異性及區別性，而中國美學雖也知藝術間各有獨立性，但更進一步注重探討它們的

包容，或綜針9表達及相融的可能性，即是以小觀大，納山川草木於胸中。朱光潛曾有

精闢的論說，從這裡可以由萊森學說及東方看法推論出三點：

1 、萊森忽略作品與作者的關係，他認為作者的情感及想像，及駕御媒介的意匠經營不

能影響作品美醜’（但實際上是會有影響）他更極力避免醜陋的自然。而亞里斯多

德曾說過藝術可用醜材料，古典藝術也常用醜材料如人馬獸，一切悲喜劇都包含醜

的成分在內。

2 、萊森瞧不起山水花卉之類的畫，而中國畫大半擅長山水花卉的題材，且中國畫重「氣

關郭因：﹛中國繪畫美學史稿﹜（台北市：木鐸出版社），頁兒。

17 朱光潛心詩與畫的界限﹜（台北市：元山書局， 1985 年 4 月），頁 74 。

IK 朱光潛心詩論﹜（台北市：正中書局， 1985 年 11 月），頁 1”。
l'J 錢鐘書：《中國詩與中國畫〉（香港：龍門書店， 1969 年 4 月），頁 4-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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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生動」’精神上與詩相接近，重在意境，而不是實物。

3 、萊森以為詩只在敘述動作，但中國詩向來偏重景物描寫，如王維〈送使至塞上﹜「大

漠孤煙宜，長河落日圍」。在讀者腦海中，就會產生廣闊大漠上、長河邊，有炊煙

昇動，夕陽西斜的豪闊景像。著重描寫景物，且能在讀者心中引起很明晰的圖畫。

以繪畫藝衛論，西方重視實物的表現，東方則重意境及意在言外的透視感，如徐復觀所

說的，不是模寫對象，而是用自己的精神創造對象。 21所以除了各自歷史背景不同外，

中西不同的倫理觀、人生觀、學理訓練及教育哲學探索的方法多少有差異，都是造成看

法同中有異的原因。

〈二）、空間觀：

一幅畫雖是平面的，但是好的作品，會令人感受到其中的透視、立體感，所以畫作

會「留白J 也是欲人有想像飛騁的空間，從平面中可以看到無限的空間，能夠體會其中

散發出的立體生命感。在王維詩畫契合的作品中，空間感尤為特出，令人激賞，以上分

析〈輔川集〉中設色、聲音、構圖方面，雖然構圖一項已涉及空間意識，但以下將更進

一步作探討。

單以佈局構圖而言，詩人也善用距離的遠近，在構圖組織上，主景與副景伸縮搭配，

襯托呼應，空間的美感即自然浮現。二十首詩描寫輔川別業的各點，每首詩都是一個獨

立的畫面，將其連貫起來就是一幅和諧完整的「網川全景圖J’猶如中國古代的通景圈，

而這輔川全景，也如同是用長題鏡頭拍成的影片。例如〈北姥〉：

北建湖水北，雜樹映朱欄。遠道南川水，明減青林端。

近景就是北姥湖水北岸，看得清楚的是有雜樹、朱樹互相照映，鏡頭伸遠伸長，轉到遠

景，是那長長不斷的南川水，而且視角隨河水延伸，愈來愈遠，甚至只看到那遙遙在青

林中閃閃瀛滅、明明暗暗的南川。近景遠景隨目光轉動而伸長加速，近處是湖水北，遠

處是南川水，近景是雜樹、朱欄，遠景是勸告磷動的河水、青林。遠近交互配合，水、

樹、欄、林的穿插佈景，是層次豐富的詩句。是組織分明、構圖得宜的重景，是強弱音

搭配合宜的音樂 ，更是空間藝術中立體遠近的跳躍變化。另外有地點相對的〈南堵〉：

20 朱光潛心詩論〉（台北市：正中書局 ， 1985 年 11 月） ， 頁 140～ 141 • 
21 徐復觀：〈中國華衛精神》（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 1984年 10 月八版），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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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舟南地去，北越淼難l!p 。隔浦望人家，遙遙不相識。

用視覺勾勒出地理環境，而人所在是在輕舟小船上，大小之別即彰顯了空間的存在。由

第一句是輕舟行動在平滑水面上，眼力所及的北玲卻是大水茫茫，由「淼難即J引出「遙

遙」’突出了廣闊煙波，一望無際。淡淡筆觸猶如濃淡墨色幾筆勾勤，有那浩蕩碧波，

萬頃湖水的景色，自然美景的廣闊、 Viii豹，使人心神兩忘，猶如佇立在澎濟的空間。和

湖水有關的還有〈臨湖亭〉：

輕射迎土客，悠悠湖上來。當軒對樽酒，四面芙蓉閉。

輕快小船載著客人，來到湖中亭子，一開始便是輕快清新令人期待。客人來了，在湖水

中的亭子，是四面有窗，在外邊一點，叉有芙蓉花開盛景。湖上有船、湖中有亭，、亭中

有客、客前有酒。亭週有窗，窗邊有花，視覺層層遞進叉層層開展，而全詩更洋溢活潑

輕快，歡喜客來愉悅親切之惰。由視覺的層次，也帶動了空間的立體感。

（三）、時間觀

朱光潛：「論性質，在諸藝術之中，詩典樂也最相近，它們都是時間藝術。 J 22人

處在時間變化中，對大自然，週遭萬事萬物的改變遷異，必會引發內心觸動，或悲喜或

慨嘆或感悟，例如王維〈網川集〉中第一首〈孟城呦〉：

新家孟城口，古木餘衰柳。來者復為誰，空悲昔人有。

新家是在孟螂重地方，這地方如何？是古木、衰柳，對照第一句「新家」’對比更強烈，

新舊之間刻劃深刻。由眼前現在的實境，心思迴轉一一來者復為誰？空悲昔人有。迴轉

到→固間旬，答案不重要，卻是已令人深深感受到物換星移，人事變化的無常，轉念之

間，叉想到「昔人」。由第一、二旬的實，轉到第三、四句的處，虛實相生對比之間，

貫串時間的流動，現在、未來、過去，環環相扣，站在孟城口，眼所見是古木衰柳，心

思卻已飄蕩在時間長河中。用「餘」字也令版日曉本來或許有亭、樹、堂、館之類，如

今卻都不存在了。而「來者」、「昔人」也都是在變換中，我之視昔如同後之視令，所以

「空 J 悲。此「空」悲也呼應上句「餘」衰柳。王維另一首（休假還舊業便使〉’詩中

「衰柳日蕭條，秋光清色里。九也是由「柳」的衰朽稀疏，表達人世的別離感傷情緒。

而〈柳浪〉中的柳雖是「分行接綺樹」有著濃密柔軟枝條，但「不學御溝上，春風傷

22 朱光潛：《詩論﹜（台北市：正中書局 ， 1985 年 11 月） ， 頁 109 。

23 清﹒趙殿成聾注：﹛王摩詰全集簣注〉（台北市：世界書局， 1966 年 6 月），頁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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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離」其內蘊含意，仍是「別離」象微，多了對時間的感悟。另外在〈華子岡〉中也有

季節的時間變化：

飛鳥去不窮，連山復秋色。上下華子周，惆悵情何糧。

飛鳥的連續不斷離去，可見季節己轉變為秋天。飛鳥是動態，連山是靜景，加上時間是

秋天，視野被帶到沾染秋色，有著鳥飛翔舞動，層層巒巒的山鬧。由飛鳥不窮帶引出連

山秋色，時間的流逝即在自然界景物的變換中。形容秋季節的還有〈木蘭柴〉的「秋山

斂餘照 J ’「傲」字似乎使人看見日落時，秋山逐漸由明轉淡、由亮轉睹的層次變化。，

而「夕嵐無處所」則扣緊第一句「秋山斂餘照」’頭尾呼應，結構完整，時間在餘暉中

漸漸消逝。另外〈敬湖〉的「日暮送夫君J ’傍晚時分的送_gr皮添感傷。〈宮視陌〉的「幽

陰多綠苔」則綠苔不僅形容幽暗沈靜，也有經過長久時間的含意。〈金屑泉〉的「少當

千余歲」另有時空感的變化想像。

由〈網Jll集〉中的時間，詩人採用大自然的景物來呼應襯托時間的書it動，從中顯露

出心思懷想。皮述民：「王高人的詩，是寫憶昔成今的起涼。 J 24 從古木衰柳、秋山日

暮中，可以體會王維淡泊情慎的清寂心境。

四、禪趣與境界

由於王維政治上遭受挫折，喪偶，受偽宮，降職，在四十歲後開始亦官亦隱的生活，

在全集中：「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乾元二年七月卒﹒臨終之際，．．．．

多敦厲朋友奉佛修心之音，捨筆而絕。 J 25 在〈輔川集〉二十首是以平淡閑靜為主

的回國山水詩，而「參禪悟性在一定程度上，無疑會蛤他的藝街思維和審美觀，念，產

生吱納容新的影響。」26 所以他生活後期投入大自然懷抱，禪學的黨染也愈深時，在〈網

川集〉中呈現出情景相融，人生哲理體會的山水回國之作。楊文雄認為王維是雜揉三家

思想、：「為研究王維全部內在世界也得從懦、釋、道三家入手。 J 其中佛家思想是作為

宗教信仰，儒家則是作為倫理道德的立身處世原則，而以道家作為文學、藝街上的生活

情趣。 27以下分就〈輛川集〉中詩作，主要探討其禪趣及境界，兼及道家思想部分。

禪宗的參悟，是以心會境，心物之間是相遇相依的，在（辛夷塢〉中，雖是「湖戶

2~ 皮述民：〈王維探論﹜（台北市，聯經出版社， 1999 年），頁 173 ° 

2S 清﹒趙殿成簣注： 《王摩詰全集簣注〉（台北市：世界書局， 1996 年 6 月），頁 3 0 

lh 王劉純：（王維藍衛厲指的轉變及其意義〉’〈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服） 1994年 9 月第 34卷第 5 期，
頁 75-77 ° 

27 攝艾雄心詩佛王維研究﹜（台北市：文史哲社， 1988 年 2 月），頁 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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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無人」的寂靜，但在這清幽之中，仍有生命在躍動。陳仲奇認為《詩經〉的 R桃之夭

夭，灼灼其華」’屈原〈離騷〉的香草美人，晏殊「無可奈何花落去」’李清照「花自

漂零水自流」都是希望幻滅中包含對生命的深s惰，而林黛玉〈葬花詞〉：「儂今葬花人笑，

他日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畫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是少女身世的概嘆，這些詠

花詩有對人生、理想的執著深情，而辛夷花才真正展現了禪境：

辛夷花在默默地開放，又默默地凋零．．．．它們得之於自然，又回歸於自然。沒

有追求，沒有哀樂，聽不到心靈的一絲震顫，幾乎連時室的界線都已經祇識了，

這樣的靜禮堂靈，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

胡應麟也提過〈辛夷塢〉是入禪之作：「績之身世兩志，萬念皆寂，不謂聲律之中，有

此妙詮。」 29

而〈鹿柴〉詩本身就是一幅安靜畫面，讀者由那回光返照中可領悟到幽深氣息，虛

幻情緒，猶如禪家的「五蘊皆空 J 。〈丈杏館〉或有詩人佛教思想、中色空關係的思想、：

文杏裁為祟，香茅結為字。不知棟襄囊，去作人間雨。

在趙殿成注中， 30 （丈杏館）下引司馬相如〈長門賦〉：「刻木蘭以為被兮，飾文可以為

祟。」香茅下引左思〈吳都賦〉：「食葛香茅。」棟襄雲下則用郭璞詩解釋，即「雲生果

棟間，風出窗戶里。」把丈杏樹裁下做棟梁，叉把香茅草編結做屋頂，想像中把大自然

移到屋中，就在四周。且有香氣，觸目所及是樹、草，叉有味覺的感受。第三句來個轉

折，沒有料到棟梁間的雲’居然會化成雨，灑落人間。文杏、香茅的屋宇，猶如高潔不

受污染心境，但它科到高在棟梁間的雲也會化為雨，墜落於人閱（人格化），有種莫可

奈何之感，視覺由高而低，心思也由上牽動至低，寄託於外在景物描寫，也是移惰的一

種抒發。

每個人的生命過程就好像是自己的作品，作品的好壞良廠，就在自己的個性和修養

功夫。王維詩中的境界周直得去探討及了解，從中不僅可以一窺詩人性格情趣，也有助

於自己啟發觸動生命中的美好本質。朱光潛談到，好文章是須要貫注全部精神在一字一

句中：

一首詩或是一篇美文一定是至性深情的流露，存於中然後形於外，不容有絲毫

假借。情趣本來是物我交戚、共鳴的結呆。景物變動不居，情趣亦自生生不息。

2K 陳仲奇：〈因花悟道 ﹒物我兩忘一一王維〈辛夷搗〉詩賞析〉’（文史知識） 1986年 10 月，頁 75一78 。

”胡應麟：﹛詩嬴﹜（台北市：廣文書局， 1973 年 9 月），第二冊頁 362.

311 清﹒趙殿成簧注：〈王摩詰全集聾注〉（台北市：世界書局， 1996 年 6 月），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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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我的個性，物也有物的個性，這種個性又隨時地變遷而生長發展。 31

萬物本身就是大自然的美，山水詩可以反映自然，創作時從「忘我」而溺令虛靜，

如老子所說：「致虛極，守靜篤。九使精神澄明，表現出「以物觀物」的境界。王國維

〈人間詞話〉：

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

此。．．．．有有我之境，有~看見之境。「淚眼間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

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襄斜陽暮﹒」有我之境也。「采篇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寒渡海站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

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如何者為我，何者為物。．．．．無我之境，

人惟於靜中得之。有我之境，於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美，一宏壯也。．．．．

境非獨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情者，謂

之有境界。”

王國維的「境界」是要能寫真景物、真感情，更重要的是兩者能融合相濤，以情感

物，以物動惰，兩者結合成一體，水乳交融，物即是惰，情即是物，達於「不如何者為

我，何者為物。」境界。葉嘉瑩對王氏說法加以解釋：「境界就作者而言乃是一種 r具

體而真切的意象的表達』﹔就讀者而言則是一種 r具體而真切的意象的成受』’所以說

『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34 所以「境界」除了是景物，更是人心中的

種種「境界J ’是作者、讀者之間的相互觸發所產生的感應，不一定會相同，但是確實

會有一種深與腫會及感悟。王維的〈辛夷塢〉沒有「我」在其中，是大自然的的動畫片，

「閒且落」是花，感受到山中寂靜中融入了自然生命的動感，「發紅等」也是花，在主

體組織一貫下，享受純粹的感動，讓自然去表演，去說話，不添加人為束縛或干涉。胡

應麟〈詩數〉中認為唐五言絕以李白、王維為最傑出，提到王維《輔川集〉的作品，是

「自出機軸，名言兩忘，色相俱？民」 35純屬一片天機，即是以物觀物的無我之境。（鹿柴〉

則由有我之境漸隱入無我之境，只有光影、青苔自在從容的原來面貌。〈敬湖〉的「湖

上一迴首，山青卷白雪」’人已在湖上，偏偏陡地一回首，為何？為的是那已遠去友人。

身形已分，心緒割鏈，但回首後，看見的是青山卷白雪，青白爽朗顏倒9相擁交卷，猶

如情誼，在移情作用觀照下，青山白雲也寄託了滿腔的心恩情緒。景物有情正因觀者有

惰。或也因離思太濃，反無法道出，只好說說身邊目光所及的景物。「一回首」正是關

鍵處，承上啟下的匯接點，心思飽漲，無以復加時一一「一回首」’卻只是淡淡的青山、

31 朱光潛心談美﹜（台北市：前衛出版社， 1983 年 7 月），頁 141 • 
31 王邦雄心老子的哲學〉（台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1 年 4 月），頁 121 • 
”王國維：〈人間詞話﹜（台北市：學海出版社， 1982年 9 月），頁 1-3 • 
H 葉嘉瑩：﹛人間詞話研究彙編〉（台北市：巨浪出版社， 1975 年 9 月），頁 262 .

35 胡應麟：〈詩數﹜（台北市：廣文書局， 1973 年 9 月），頁 36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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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雲。不言愁緒，卻是滿紙愁感，不談別離，已是絲絲縷縷情意動人。

藝術是不能離開情感的，而藝衛欣賞中，情感專注凝神而達物我兩忘，進而物我合

一。即是朱光潛的移情作用，「以我的情趣移注於物 ．，以物的姿態移注於我。 J 36 所

以美感的經驗是形相的直覺，也就是藝術的創造。英國詩人華茲華士（Wor由worth)
說：「詩起於經過在沈靜中回味來的情緒。」 37貼切表達詩是經過濃縮過爐的心理產物。

〈樂家瀨〉的秋雨中，淺石溜瀉，跳渡自糖，自鷺翻飛，是對物的直覺而產生的創

作，讀者在解讀欣賞中，由移情作用而產生美感。〈宮魄陌）的「幽陰多綠苔」’〈竹里

館〉的「獨坐幽笙襄J ’〈斤竹嶺〉的「樵人不可知」’〈鹿柴〉的「室山不見人J ’〈辛

夷塢〉的「潤戶寂無人」都是詩人在沈靜清幽中回味而來的情緒，寫下一篇叉一篇富意

象美感、情景交融詩篇。

蒲友俊認為王國維的境界說，是出自於老莊自然無為哲學思想的美學觀，：「這種

美學觀，實際土在否定一切人文美的同時，又包含了肯定萬物本身的自然美的深刻思

想，或者是主張人文美（包括藝術美、文學美）向自然效法、皈依，使生命成為 r夭

人一體』的審美存在。」 38王維〈鞠II集〉詩作，正包含禪學理念，所反映的是道家的

自然、觀，表現出「以物觀物」的優美之境，創作過程由心靈對萬物直覺觀照，對景物對

情感有鮮明真切感受，進一步到「不如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境界，自然沖淡，達「心

齊」、「坐忘」的物我合一。 李澤厚推崇王維詩：「忠實、客觀、簡潔，如此天衣無縫

而有哲理深意，如此幽靜之極卻又生趣盎然，寫自然如此之美，古今中外所有詩作中，

恐怕也數一數二。」 39 《輔川集〉詩正是由真感情來寫真景物，是用全生命感覺和精

神去把握和體會，是有境界而自成高格。

另外王維受有道家思想、影響成份，在〈金屑泉〉也有表現：

日飲金屑泉，少當于餘歲。單鳳翔文端，羽節朝玉帝。

在第一、二句欲超越時間的欲望，在第三句「單鳳翔文蜻J ’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和具體

化。而在〈漆園〉中則以莊周漆園吏自比，在網川別業的漆園中，抒發自己的思想、情

感：

M 朱光潛：《文藝心理學﹜（台北市：開明書店， 1973 年 10 月），頁 73.

”朱光潛心詩論﹜（台北市：正中書局， 1985 年 11 月），頁 61 。

M 蒲友俊：〈感物與觀物一兼論山水詩的產生〉，〈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貼。﹜ 1995 年 7 月第 22 卷第
3 期，頁 50-56.

”李澤厚：〈美的歷程﹜（台北市：三民書局， 1996 年 9 月），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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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非傲吏，自閥經世務，偶寄一徵官，婆娑數枝樹。

「傲吏J 對照「微官」’昔今以漆圍之樹作連結。一樣是不懂攀附權貴，追求名利的「世

務」。結尾以「婆娑數株樹」叉回到漆樹上，且以「婆婆」型態描繪，猶如高潔的心終

是喜親近自然，不受束縛的。第一、二句是時間的過去，第三、四句是時間的現在，貫

串的是一樣情懷，是隨緣自適，不滯于物。在〈椒園〉則聯想到楚辭中，多種類的香草，

像是桂、杜若、椒漿等：

桂尊迎帝子，社若贈佳人。椒漿真瑤席，欲下囊中君。

趙殿成注解。帝子、杜若、椒漿是取自於楚辭，楚辭：「帝子降兮北渚。」、「采芳洲兮杜

若，將以遺兮下女。 J 、「奠挂酒兮椒漿。」楚辭九歌中有雲中君。由聯想到楚辭中香

草，進一層叉聯想到與這些香草有闋的典故和神話傳說，再回到原點將典故傳說與椒園

融為一體，由實入虛，再由虛轉實，虛實之間，使人了解椒圍之香美奇特，也體會到詩

人情意心志，與楚辭典故配合妥當，不突兀散亂。第四句「欲下囊中君」猶如欲成仙的

準備及期待。

楊文雄認為王維學道至少有兩點原因「（一）受時代思潮的影響，（二）個人人生理想

的追求。 J 41 王維原本有自信，但仕途坎呵加上對人生有膛悟，與道士往來，將情感

寄託在白雲山水，在精神上春佛悟道，此種思想、也會貫串滲透在作品中。邱瑞祥認為王

維作為禪宗信徒而叉兼詩人「他的詩及畫都以筒的的意象來表意，這種方法上的同一，

並非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其中必然受著禪宗倡簡約的影響。」 42 王維受禪理黑陶，叉

有道教思維，自然而然演化在作品中，造成空靈簡約，動靜虛實的意境。

五、影響

唐代是繁榮、強盛的一個朝代，繪畫藝術一方面是承襲著以前的傳統再發展，一方

面則廣泛吸取域外的特點，所以在中國繪畫史上勵←個承先啟後的地位，唐代不少嚼

人是善畫且通畫論，像李白〈當途赴炎少府粉圖山水歌卜杜甫〈畫鷹〉〈戲題王宰畫山

水園歌〉都是題詠繪畫的作品，徐伯鴻提到王維以前和其同時詩人有許多題畫、詠畫名

篇，「將運用線條、墨、色彩等物質材料再現客觀景物、社會風情，訴諸審美者視覺感

官的『空間藝術』’用屬於『時間藝術」門類的詩歌加以摹繪，創造出一幅幅鮮明生動，

~o 清﹒趙殿成簧注： 〈王摩詰全集簧注﹜（台北市：世界書局， 1996年 6 月），頁 l的。

~I 揚丈雄心詩佛王維研究﹜（台北市：丈史哲社， 1988 年 2 月） ， 頁 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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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韻飄逸的畫面。 J 43徐復觀強調唐代在畫論上的貢獻，是以詩詠畫，以詩意發揮畫意，

進一步是以詩境開擴畫境，詩畫的結合，是得自詩人的想像與感情。 44用來觀照王維的

詩畫藝術’更是貼切契合。

《輔川集〉表現了詩人獨特的藝術構思和傑出的創作力，從魏晉以來陶淵明和諧簡

鍊的田園詩，謝靈運運用山水詩寫景嘲育重寫實，謝眺進一步描摹山光水色，筆調委婉

細致。階唐以後，繪畫方法更精進，逐漸由摹狀寫形轉而寫意，山水詩也出現以抒情、

傳神為主的神韻派，錢鐘書會談到：「恰巧南宗畫的創始者王摩詰同時也是神韻派詩的

祖師。他自己的畫跟他自己的詩，作風可以說是完全一樣。 r詩畫學生姐妹』這句話於

他最切。」 45 王維可以說是繼承陶、謝的田園、山水詩並且促進合流，將色彩意象的

繪畫功能引進了詩歌領域，使詩畫藝術結合更推向「氣韻生動」、情景相融境界，清代

漸西詞派早期重清新空靈也多少受有影響。另外王維推展了以渲染水墨為主的山水畫，

以詩入畫，以禪入詩，是文人畫的創始人，使「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兩者互相結合、

滲透，提高和豐富了詩葷的美感價值。為後來的性靈派、神韻派開了先河，在中國詩畫

藝術史上，有承先啟後的貢獻，足以為後人藝術創作加以參考及借鑒。

六、結語

唐朝尤其是開元、天寶時期，國力強大，胡漢文化交流，加以儒道佛三教融合，藝

術文學豐富，詩人的題材境界也多樣性，王維躬逢其盛，在如此文治武功繁盛時代，儒

釋道三教的盛行，唐代隱逸風氣興盛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王維詩風。

少年時的王維多作樂府歌辭，是一位早慧詩人，但由於仕途多炸，加上對人性有深

刻的觀察及體悟，產生退居田園，優遊林下的想法，所以在藍田縣的輔川別墅開始了半

官半隱的生活。生活在調川的時間長，美麗的網川山水和樸素民惰，都會影響王維創作

風格，所以這一時期的創作對研究王維思想很有代表性。王維在網川時所作的詩並不只

《網JI!集〉二十首，還有許多優秀詩篇，如〈輔川別業〉、〈輔川閑居〉、〈歸輔川作〉、〈山

居秋瞋〉〈輔田閑居贈裴秀才迪〉、〈積雨網川莊作） 46 也都很有王維藝術風格及特色。

而〈輔JI I集〉是王維詩集中最大的組詩，很能集中表現他的思想和藝術特點，集中的詩

題即是各處景點的名稱，以歌湖為構思中心點，南岸有南埠，北岸是北玲，在敬湖湖邊

則有欒家瀨、金屑泉、白石灘。作為詩人、畫家的王維，他的藝術創作有一種真實自然、

的徐伯鴻：〈論王維寫景詩以畫法入詩法的成因〉吋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4年3 月，

第 14 卷第 1 期， 頁 76-80 ° 
制徐值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 1984年 10 月八版），頁 259 ° 
付錢鐘書：〈中國詩與中圖畫〉（香港：龍門書店， 1969 年 4 月），頁 9 0 

司6 清﹒趙殿成聾注：﹛王摩話全集筆注〉（台北市：世界書局， 199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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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幽靜的美，更進一層是禪趣的心繡申會，及詩畫合一的境界，在〈輔川集〉展現了

詩人的創作藝術。

田園山水，瞬息變化，人處在大自然氛圍中，感受自然的呼吸、節奏、頻率、魔力，

所謂「丘盤成於胸中」。貫注在詩畫表現上，除了情趣意象外，更令人共鳴激賞的是，

有境界的心樹申會，在王維高妙的詩畫藝術中，我們可以從靜穆直觀，進而活躍生命深

層，達到心神契合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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