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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柳如是(1618-1664)本姓楊，名愛，字影憐，後改姓柳，名隱，又名是，字如

是，一字蘼蕪；又因《心經》中有「如是我聞」之語而稱「我聞居士」。浙江嘉

興(今湖州)人。初為吳江周相婢，繼為盛澤歸家院妓，與陳子龍等交往；後歸錢

謙益，稱河東君。甲申之變後，曾勸謙益殉國難，未從。後助謙益與瞿式耜、鄭

成功等抗清義軍通。能詩詞，善書畫。 
本文立足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以《柳如是詩文集》中所搜集的 33 首詞作

為研究範圍，分別從內容與形式技巧兩方面來對柳如是詞進行深入的探討與研

究。發現從內容而言，柳如是詞幾乎是她與陳子龍兩情繾綣的忠實紀錄：從甜蜜

愛情的追憶到黯然離分的悲泣，詞人以真誠的詞筆，記下心中的點滴感受，詞人

並對自己高潔的品格有著深厚的自信。另外在形式技巧上，平白如話的敘述固是

柳詞迥異於同時代閨秀詞的一大特色，但因其精於取典用譬與藉物抒懷，使其詞

能融身世之感於其中，從而形成耐人咀嚼的蘊藉詞境，避免了口語行文所造成的

俚俗傾向，並進而提升其雅緻情思，但在某一程度上也造成了柳詞的高雅與難解。 
從文學發展的角度言之，柳如是詞正是文學傳統與私情領域交疊對話所形成

的特殊書寫樣態，不但在形式與技巧上是對陳子龍等雲間派詞人理論的實踐，也

因此延續了幾已不復再見的詞體書寫傳統，對爾後清詞的中興實有著不可忽視的

推波助瀾之功。 
 
【關鍵詞】：柳如是、柳如是詞、晚明女詞人、明詞 



一、柳如是的生平與詞集 

柳如是(1618-1664)，本姓楊，名愛，字影憐，後改姓柳，名隱，又名是，字

如是，一字蘼蕪；又因《心經》中有「如是我聞」之語而稱「我聞居士」。1浙江

嘉興(今湖州)人。 
關於柳如是幼年的生涯，諸書多缺載或是語焉不詳，2周采泉《柳如是雜論．

柳如是童年之推測》以為從晚明社會環境與生活習尚考察，柳如是本出身書香門

第，四、五歲時因遭逢變故，被人口販子從嘉興拐騙至吳江盛鎮歸家院之地。3而

陳寅恪亦認為柳如是早年曾在盛澤歸家院名妓徐佛門下為婢，並受其調教，後為

吳江故相周道登(生卒年不詳，萬曆 26 年進士，崇禎初年的禮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所中並鬻之為妾，教其文藝；明慧的如是頗為周氏所寵，但受群妾所妒，故

設計譖之，如是遂遭逐，復流落至北里，時如是年約十五。4

再入風塵，柳如是以「相府下堂妾」的身份高自標置，獨張豔幟，自備畫舫，

浪跡吳越間，開始浮家泛宅的游妓生涯。5因其才色兼備，故很快就在松江地區

的社交圈建立地位。錢肇鼇《質直談耳．柳如是軼事》云：「扁舟一葉放浪湖山

間。與高才名輩相遊處。其在雲間，則與宋轅文、李存我、陳臥子三先生交最密」。
6關於柳如是的風韻與才情，從陳子龍(字臥子，1608-1647)弟子王澐《輞川詩鈔》

卷六之〈虞山竹枝詞〉第一首或能得其梗概，詩云： 
 

章臺十五喚卿卿，素影爭憐飛絮輕。白舫青蓮隨意住，淡月微雲最含情。 

自注云： 

姬少為吳中大家婢，流落北里。楊氏，小字影憐，後自更姓柳，名是。一

時盛名，從吳越間諸名士游。
7

在柳如是與宋轅文(字徵輿，1618-1667)、李雯(字存我，1608-1647)和陳子龍等雲

間三子交往的過程中，本最鍾情於同年的宋轅文，但卻受挫於宋母，松江府郡守

方岳貢受宋母之託，以有傷風化欲逐如是，幸賴陳子龍仗義為之解圍；而陳、柳

亦因此而逐漸墜入情網。
8

關於柳如是與陳子龍之間的愛情，陳寅恪《柳如是別傳》與孫康宜《陳子龍

                                                 
1有關柳如是姓名之考證，可參閱陳寅恪：《柳如是別傳‧河東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測及其附帶問

題》(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2001 年 1 月)上冊，頁 16-37。 
2 劉燕遠：《柳如是詩詞評註‧柳如是年譜》(北京：北京古籍出版社，2000 年 1 月)，頁 279。 
3周采泉《柳如是雜論》(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年 1 月)，頁 10-12。 
4陳寅恪：《柳如是別傳》上冊，頁 47-60。 
5劉燕遠：《柳如是詩詞評註‧柳如是年譜》，頁 280。 
6錢肇鼇《質直談耳．柳如是軼事》，收入谷輝之輯：《柳如是詩文集‧附錄二》(北京：中華全國

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6 年 8 月)，頁 250。 
7 王義士：《輞川詩鈔．卷六》，收於《古今叢書集成新編》(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年 1
月)冊 72，頁 163。 
8陳寅恪：《柳如是別傳》上冊，頁 68-83；劉燕遠：《柳如是詩詞評註‧柳如是年譜》，頁 281。 



柳如是詩詞情緣》均有詳細的考證與論述，茲不贅述。9柳如是對弱冠即才高天

下的陳子龍本即十分欽羨，10而陳子龍對「新從吳江故相家流落人間，凡所敘述，

感慨激昂，絕不類閨房語」的柳如是亦有著特別的憐惜，11兩人從相知、相惜到

相戀，進而於崇禎八年(1635)春天，同居於松江城南門內徐氏的南園，12濃情蜜

意，形影相隨，柳如是度過她人生中最甜蜜的一段時光。是年夏天由於陳子龍室

家張孺人的干預，13柳如是只好黯然離開兩人雙棲雙宿的南園。 
陳子龍本是動蕩時代中的英雄，在政亂國危之日，他不但以不世出之才籌組

幾社以論國政，最後更獻身反清復明的千秋聖業。14在與陳子龍遇合的這段時間

裏，柳如是創作了許多動人的詞章詩篇，她與陳子龍之間的情緣甚至為晚明幾近

衰竭的詞體注入新生的泉源。15

離開陳子龍後的柳如是，情感漂泊約六、七年，直至崇禎十三年(1640)，如

是方在友人汪然明(字汝謙，1577-1655，杭州富商)的引薦下，放舟至常熟虞山，

幅巾弓鞋，初訪大學士錢謙益(1582-1664)。錢謙益為其風采所折服，為其在十日

內築成「我聞室」，並以柳氏之郡望稱其為「河東君」，從此詩歌往來酬唱不斷，

成為東南文壇盛事。翌年經汪然明等人力牽紅線，錢、柳二人終於衝破重重阻力，

結為連理。時如是年二十四，謙益年六十。錢氏除以盛大婚禮迎娶如是之外，並

為愛妻修築「絳雲樓」，二人終日在樓內博覽群書，吟詩賦詠，謙益對慧黠的如

是相當讚賞，錢、柳的婚姻生活可稱美滿幸福。 
但好景終是不長，甲申(1644)、乙酉(1645)之變後，清兵攻陷南京，如是本

勸謙益殉難以保名節，錢卻率群臣降清而成為千古憾事。如是本欲投水自盡，卻

為家人所攔阻。錢謙益在新朝僅五個月即悔變節並稱病南歸，並在如是的激勵下

共同投入瞿式耜(1590—1650)與鄭成功(1624-1662)反清復明的活動，以雪前愆。後

義軍相繼失敗，復明已是無望，絳雲樓又毀於大火，所藏萬卷珍本祕籍盡付一炬。

錢、柳心灰意冷，如是在女兒出嫁後祝髮入道。而康熙三年(1664)錢謙益病故，

引發錢氏家難。如是不堪錢氏族人索逼財產而玷污人格，遂以三尺白綾結束自我

47 歲的英年生命，家人以匹禮(即繼配身分)與錢氏合葬。16

                                                 
9陳寅恪：《柳如是別傳》上冊，頁 38-347；孫康宜著、李奭學譯：《陳子龍柳如是詩詞情緣》(
臺北：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2 年 2 月)。 
10 夏允彝在陳子龍詩集《岳起堂稿‧序》贊美陳子龍之才曰：「臥子年弱冠，而才高天下。其學

自經、史、百家，言無不窺；其才自騷、賦、詩歌、古文詞以下，迨博士業，無不精造而橫出。

天下士，亦不得不震而尊之矣。」［明］陳子龍著、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龍詩集‧附錄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年 7 月)下冊，頁 750。 
11 宋徵璧〈秋塘曲並序〉，宋徵璧：《抱真堂詩稿‧卷四》(清康熙七年(1668)年刻本)，29a頁。 
12陳寅恪：《柳如是別傳》上冊，頁 282。 
13陳寅恪：《柳如是別傳》上冊，頁 314。 
14關於陳子龍的生平，可詳參朱東潤：《陳子龍及其時代》(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9 年 1 月)
；蘇菁媛：《陳子龍詞學理論及其詞研究．陳子龍的生平及著作概述》(彰化：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國文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年 6 月)，頁 15-52。 
15孫康宜著、李奭學譯：《陳子龍柳如是詩詞情緣》，頁 71。 
16 關於柳如是與錢謙益情緣的始末，可詳參陳寅恪：《柳如是別傳》中冊，頁 349-842。《牧齋遺

事》，收入胡文楷：《錢夫人柳如是年譜》(臺北：商務印書館，1981 年 4 月)，頁 8-9；劉燕遠：《

柳如是詩詞評註‧柳如是年譜》，頁 283-292。 



柳如是的一生不但充滿傳奇的色彩，文才更是為世人所津津樂道，如忠義兼

資的陳子龍即稱美如是之詩： 

 
遠而惻榮枯之變，悼蕭壯之勢，則有曼衍灕槭之思；細而飾情於瀦者蜿者

，林木之蕪蕩，山雪之脩阻，則有寒澹高涼之趣，大都備沉雄之致，進乎

華騁之作者焉。
17

 
而鄒漪《柳如是詩小引》亦稱： 
 

予論次閨閣諸名家詩，必以河東君為首……蓋閑情淡致，風度天然，盡洗

鉛華，獨標素質。而又日侍騷雅鉅公，揚扢古今，吐納珠玉。宜其遺眾獨

立，令粉黛無色爾爾。
18

 
但或許因柳如是出身卑微，又受累於一度降清的夫君錢謙益，致使其聲名幾乎淹

沒在歷史的浪潮之中。近代幸賴史學大師陳寅恪(1890-1969)暮年在目盲足臏的艱

難情況下，於殘闕禁毀中詳搜各類資料，耗盡十年的苦心孤詣，終成八十萬餘言

的《柳如是別傳》，除讓柳如是的身世得以表出之外，陳氏對如是的詩詞文章並

廣徵古典今事加以詮釋，為柳氏文學的研究開展了新的局面。對於柳如是的文采

與人格，陳氏曾如此讚嘆道： 
 

始知稟鈍之資，挾鄙陋之學，而欲論女俠名姝文宗國士於三百年之前，…

…雖然，披錢柳之篇什於殘篇毀禁之餘，往往見其孤懷遺恨，有可以令人

感泣不能自己者焉。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

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立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

況出於婉孌倚門之少女，綢繆鼓瑟之小婦，又為當時腐儒者所深詆，後世

輕薄者所厚誣之人哉！
19

 
可見柳如是的清詞麗句、獨立人格與愛國精神都是陳氏所推崇的。至於柳如是的

著作，據現所見收有柳如是詩文及資料較齊備的《柳如是詩文集》一書的責任編

輯劉燕遠所言，20其詩文結集鑴刻多在其生前，今試列表說明如後：
21

 
分類 著作名稱 刻年 內容大要 現今流通狀況 

                                                 
17陳子龍《戊寅草．序》，收入谷輝之輯：《柳如是詩文集》，頁 10-12。 
18鄒漪《柳如是詩小引》，收入谷輝之輯：《柳如是詩文集‧附錄二》，頁 235。 
19陳寅恪：《柳如是別傳‧緣起》上冊，頁 3-4。 
20 《柳如是詩文集》的內容分《戊寅草》、《湖上草》、《柳如是尺牘》、《東山酬和集》、《柳如是

詩文補輯》與〈附錄〉六部分，其中〈附錄〉含顧苓、沈虯等人所撰寫的柳如是傳紀四種，錢肇

鰲《質直談耳．柳如是軼事》等雜記 35 則及林雲風、王國維、袁枚等題詠 78 首。詳見谷輝之輯

：《柳如是詩文集》。 
21劉燕遠：《柳如是詩詞評註‧自序》，頁 8。 



《戊寅草》 崇禎 11 年

(1638) 
收詩 106 首，詞

31 首，賦 3 篇，

前有陳子龍序。

刻本現藏於浙江

圖書館，1996 年中

華全國圖書館文

獻縮微複製中心

將其影印出版，收

入《柳如是詩文集

》。 
《湖上草》 崇禎 12 年

(1639) 

收詩 35 首，由

汪然明依據如

是本人的手寫

本刊刻。 

刻本現藏於浙江

圖書館，1996 年中

華全國圖書館文

獻縮微複製中心

將其影印出版，收

入《柳如是詩文集

》。 

專著 

《柳如是尺牘》 崇禎 14 年

(1641) 

共 31 通，均為

柳氏致汪然明

的書簡，前有林

雪〈柳如是尺牘

小引〉。 

刻本現藏於浙江

圖書館，1996 年中

華全國圖書館文

獻縮微複製中心

將其影印出版，收

入《柳如是詩文集

》。 

合著 《東山酬和集》 約崇禎 14、15

年(1941-1942) 

收柳如是詩 18

首，錢謙益及錢

、柳友朋唱和之

詩數十首。 

1996 年由浙江圖

書館編輯，收入《

柳如是詩文集》附

編一。 

補輯 《柳如是詩文補

輯》 

1996 年 主要輯自《牧齋

初學集》、《牧齋

有學集》與鄒漪

《柳如是詩》，

計詩 24 首，詞 2
首，遺囑 1 篇。

1996 年由浙江圖

書館編輯，收入《

柳如是詩文集》附

編二。 

 
由上表可知柳如是的詞作計有《戊寅草》中的 31 首與《柳如是詩文補輯》中的

2 首，22合計 33 首，均收入谷輝之所輯的《柳如是詩文集》中。但相當遺憾的是

對於柳如是的作品，除陳寅恪先生在《柳如是別傳》據之以詮述、考證其生平外，

其餘版本皆未見任何注釋，而柳氏詩詞的高雅難解是眾所公認的，23可稱是明清

古典文學中的陽春白雪之作。劉燕遠女士為使讀者通曉如是詩詞的意涵，特不憚

                                                 
22 此二闋詞為〈金明池‧詠寒柳〉與〈垂楊碧〉，收入谷輝之輯：《柳如是詩文集‧附編二》，頁

220-221。 
23 如陳寅恪言：「豈意匪獨牧翁之高文雅什，多不得其解，即河東君之清詞麗句，亦有瞠目結舌

，不知所云者」，陳寅恪：《柳如是別傳‧緣起》上冊，頁 3；周采泉言：「她的詞雖流傳不多，

卻如天馬行空，變幻莫測」，周采泉《柳如是雜論》，頁 62。 



繁瑣，自目前所能見的版本中選出具有代表性的柳如是詩 102 首，詞 31 首，除

廣引各類資料加以注釋之外，並用慧心巧思對所選詩詞進行簡評，著成《柳如是

詩詞評注》，可稱是目前所能見的柳如是詩詞評注的最佳版本。而國內學界對柳

如是的研究亦方興未艾，已有數本碩博士論文可供參考。24

本文立足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茲以《柳如是詩文集》中所搜集的 33 首詞

作為研究範圍，並參閱陳寅恪《柳如是別傳》、劉燕遠《柳如是詩詞評注》及諸

先輩對柳如是詞的考證、注解與詮釋，再加上個人的體會，從內容與形式技巧兩

方面來對柳如是詞進行深入的探討與研究，盼能為曾淹沒在歷史浪潮中的女俠名

姝詞作，尋回一分本即是屬於她的光彩。 
 

二、柳如是詞的內容 

（一）甜蜜愛情的追憶 

據陳寅恪的考證，柳如是與陳子龍的關係，同在蘇州與松江乃從崇禎

五年(1632)起至崇禎八年(1635)深秋止，約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期自崇禎五年至崇禎七年冬。此期臥子與河東君情感雖甚摯，

似尚未達到成熟程度。第貳期為崇禎八年春季並首夏一部分之時，

此期兩人實已同居。第參期自崇禎八年首夏河東君不與臥子同居後

，仍寓居松江之時，至是年秋深離去松江，移居盛澤止。
25

 
與陳子龍同居的時間雖僅有短短的一季，卻是柳如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

時光。移居盛澤的詞人，回憶這段甜蜜往事，懷著對陳子龍深深的眷戀，

賦下了〈夢江南．懷人〉二十闋；陳寅恪以為此組詞中的「南」字實指陳

柳二人於崇禎八年春間同居的徐氏南樓及遊宴的陸氏南園而言，26若依此

解，則如是所夢之地與所懷之人便字字可以詳解：本組詞仿唐．劉禹錫〈憶

江南〉開篇首句「春過也」的句式，27前十首以「人去也」聯章疊唱，指

自己離開了心愛情郎的離愁別緒；後十首則以「人何在」開頭，寫詞人在

迷離惝恍中回憶昔日與情郎同遊共處的歡愉情景，深情地懷念與陳子龍的

情愛生活，字字句句，均可看出詞人的一片真心，如第一首云： 
 

人去也，人去鳳城西。細雨溼將紅袖意，新蕪深與翠眉低，蝴蝶最

                                                 
24 如高月娟：《柳如是《戊寅草》研究》(臺中：私立東海大學中文系碩士論文，2000 年)、李栩

鈺：《河東君與《柳如是別傳》—接受觀點的考察》(桃園：國立中央大學中文系博士論文，2002
年)、沈伊玲：《柳如是及其詩詞研究》(臺南：國立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論文，2004 年)、郭

香玲：《柳如是《湖上草》初探》(高雄：國立中山大學中文系碩士論文，2005 年) 
25陳寅恪：《柳如是別傳》上冊，頁 106。 
26陳寅恪：《柳如是別傳》上冊，頁 260。 
27 曾昭明等編著：《全唐五代詞》(北京：中華書局，1999 年 12 月)上冊，頁 64。 



迷離。
28

 
因松江府內有鳳凰山，故鳳城即指松江府城。

29
離開與陳子龍共築的愛巢

之後，詞人幾乎是六神無主；走在迷濛細雨中，但感道旁新生的細草與自

己不願揚起的翠眉一樣柔弱。末句詞人巧用「莊周夢蝶」的典故來說明自

己此刻的心情：
30
不知所夢為何，亦不知誰在夢中，愛情，總是令人如此

恍惚。而第九首言道： 
 

人去也，人去夢偏多，憶昔見時多不語，而今偷悔更生疏。夢裏自

歡愉。(頁 93) 

 
人已離去，卻偏多夢，正是為情所苦的自然表白。「憶昔」兩句正是夢醒

時分的所思所怨：語少正因夢多，生疏實悔分離日久，夢境難留，致使芳

心更加孤寂。詞人以怨語傳遞癡情，頗耐人細細品味。而末句又轉寫夢境

之樂，卻是以「自」字的痛楚與「歡愉」相映襯，表面似樂詞，實際則含

有無限的淒楚在其中。本詞寫傷懷之情，既無矯情之語，亦無襯情之景，

全憑真情在曩昔、今朝、夢幻與現實之間回環往復，頗得小令「淡而豔，

淺而深，近而遠」的神韻，
31
故陳寅恪贊之曰：「此首為二十首中之最佳者，

河東君之才華，於此可窺見一斑也」。
32

對柳如是而言，「愛」即是「記憶」，
33
故她逐一懷念過去與情人相聚

的每一場景：在香霧繚繞的繡房內脈脈含情、在明月照映下攜手漫遊、甚

至共乘木蘭舟渡江採蓮，……等等，如其中第十六首即言： 
 

人何在？人在石秋棠。好是捉人狂耍事，幾回貪卻不須長。多少又

斜陽。(頁 95) 

 
陳寅恪以為「石秋棠」之義未解，若「棠」乃「堂」字的誤寫，則「石秋

堂」應是南園中一建築物之名。
34
「好是捉人狂耍事」即指玩捉迷藏的遊

戲，詞人期盼在遊戲中能早點被情郎捉住，除了讓情郎不必過度勞累外，

自己也可以早點依偎在情郎的懷抱裏，享受愛情的歡愉。而末句的「多少

                                                 
28谷輝之輯：《柳如是詩文集》，頁 91。本文所引柳如是詞均引自該書，為避免繁複，爾後僅在引

文後註明頁次，不再另外註明出處。 
29陳寅恪：《柳如是別傳》上冊，頁 95。 
30 《莊子．齊物論》言：「昔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不知用也。俄然覺，

則蘧蘧然周也。不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北：華正

書局，1982 年 8 月)，頁 112。 
31 田同之《西圃詞話》引「顧璟芳論小令」，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8 年 2 月)冊 2，頁 1467。 
32陳寅恪：《柳如是別傳》上冊，頁 264。 
33孫康宜著、李奭學譯：《陳子龍柳如是詩詞情緣》，頁 148。 
34陳寅恪：《柳如是別傳》上冊，頁 268。 



又斜陽」則是事過境遷，令人頓感無限的落寞。再如第十八首言道： 
 

人何在？人在玉階行。不是情癡還欲住，未曾憐處卻多心。應是怕

情深。(頁 95) 

 
詞人對南園往事反復追憶，不斷吟唱與陳子龍同居的愛情場景，藉以安慰

她寂寥的心情。玉階是他們從前攜手漫步之處，因為不想為難愛人，故詞

人選擇離開。此刻詞人煢然一身，在迷離恍惚之中，她問自己是否愛得太

深了，否則不要多心，繼續留在情郎身邊，就不會落得今日孤單的下場。

一個「怕」字，細膩地刻畫詞人款款的深情，也令人為她「多情總是為情

傷」的坎坷情路一掬同情之淚。 
而其餘各篇如「道是情多還不是，若為少恨卻教猜」(其四)、「未信

賺人腸斷曲，卻疑誤我字同心」(其七)、「只有被頭無限淚，一時偷拭又

須牽」(其二十)……等等，均是詞人失意多愁的寫實紀錄。經由以上的論

述，更可證明劉燕遠所評：「深情地懷念她與陳子龍的愛情生活。一字一

詞，沁人肺腑，可謂愛情詩篇的上乘之作」，
35
實為中肯之論。 

                                                 
35劉燕遠：《柳如是詩詞評註》，頁 167。 



（二）黯然離分的悲泣 

陳子龍 5 歲慈母見背，19 歲父親過世，由祖母高太安人扶養長大，36

家境可想並非寬裕，且看子龍弟子王澐所撰的〈三世苦節傳〉如此言道： 
 

高安人一女，篤愛之，贅諸氏婿，共宅而居。奉議公(按即子龍之

父)以寡兄弟而勿忍也。先生承先志，始終不替。孺人承高安人歡

，敬愛有加，撫其子女如同生，冠婚如禮，安人為之色喜。唐宜人

(按即子龍繼母)生四女，次第及笄，孺人為設巾帨，治奩具而歸之

，嫁禮稱盛，宜人忘其疾，諸姑感而涕出，曰：「嫂，我母也。」
37

 
由此可見子龍正室張孺人在家中的地位與子龍家的人多屋狹。再加上子龍

此時仍是功名未就，
38
實在沒有能力安置志在獨立門戶的柳如是。 

崇禎八年(1635)春天，柳如是雖與陳子龍同居，但因盡悉子龍家庭的

複雜與經濟上的窘迫，知道這段感情勢必無法持續下去，於是漸漸表示其

將離開。
39
殘酷的現實打破了詞人欲與情郎長相廝守，共度白首的美夢，

如是將這種捨不得又不得不離開的矛盾心情，以「憶夢」為題，哀哀地賦

下〈江城子〉，細細道出心中點滴的感受，其詞曰： 
 

夢中本是傷心路，芙蓉淚，櫻桃語。滿簾花片，都受人心誤。遮莫

今宵風雨話，要他來，來得麼？    安排無限銷魂事。砑紅箋，青

綾被。留他無計，去便隨他去。算來還有許多時，人近也，愁回處

。(頁 97-98) 

 
首句將夢中事說成傷心路，更見夢醒時分的淒楚；接著以「芙蓉淚，櫻桃

語」的工整對句具體描繪自己此刻的愁顏。瞥見窗外受風雨襲擊而凋零滿

簾的片片落花，詞人更聯想到自己坎坷的姻緣路。在這樣的風雨之夜，女

詞人有太多的心緒想對情郎傾訴，但自己連他是否能來都無法掌握，更遑

論往後諸事？下闋詞人款款道出對情郎的一片癡心，無論是吟詩作畫的砑

紅箋或是枕席呢喃的青綾被，都已準備好了，不管他來了之後是否能留

下，只要能在自己身邊就好，且讓積壓在心頭的哀愁回到它該去的地方

吧！ 
全詞平白如話，不假任何雕飾，欲說還休的深情與不見容於正室的無

奈，均在詞中表露無遺，也讓人對重新審視對青樓女子「水性楊花」的傳

                                                 
36 據陳子龍《陳子龍譜》：「天啟六年丙寅，先君病日甚，至是竟不起。臨歿，惟勗予為善士，

又公以不得終養老母為恨，諄諄以屬孤，今屈指二十年矣。」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龍詩

集．附錄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年 7 月)下冊，頁 638。 
37王澐〈三世苦節傳〉，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龍詩集．附錄二》下冊，頁 738-739。 
38據陳子龍《陳子龍譜》：「(崇禎四年辛未)試春官，罷歸。……(崇禎七年甲戌)春，復下第罷歸。

」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龍詩集．附錄二》下冊，頁 646-650。 
39陳寅恪：《柳如是別傳》上冊，頁 252。 



統評價是否公允客觀？ 
如是離開陳子龍後重返盛澤歸家院，在一個風雨的黃昏，風吹繡幕，

雨打簾櫳，詞人看著微弱的燭光，千愁萬緒陡然上心頭。她推想她的心上

人，此刻一定也和自己一樣，沉浸在傷心之中。於是她將兩地相思化為淺

吟酌唱，以〈更漏子〉為調，細訴雨中的思念，其詞曰： 
 

鳳繡幕，雨簾櫳，好個淒涼時候。被兒裏，夢兒中，一樣溼殘紅。    

香焰短，黃昏促，催得愁魂千簇。只怕是，那人兒，浸在傷心綠。

(頁 96-97) 

 
從風雨寫到夢中，又從黃昏寫到傷心的戀人，詞人將無限的哀思寄寓在淒

風苦雨之中，題名為「聽雨」，著實撼人心絃。再看其〈訴衷情近．添病〉

言： 
 

幾番春信，遮得香魂無影。銜來好夢難憑，碎處輕紅成陣。任教日

暮還添，相思近了，莫被花吹醒。    雨絲零，又早明簾人靜，輕

輕分付，多個未曾經。畫樓心，東風去也，無奈受他，一宵恩幸，

愁甚病兒真。(頁 98-99) 

 
此詞題為「添病」，其實語涉雙關，詞人不僅生病，更添相思之病。她自

問自答，是誰銜來好夢？當然是愛神，讓詞人徜徉在過去甜美的回憶之

中，但好夢終是難憑，就像春天絢麗的花朵如今已是落紅成陣。詞人衷心

祈禱，若真是因愛而生病，則她寧可再添一些，只是不要再讓花瓣吹醒美

夢。下闋轉入清晨醒來的景況：窗外雨絲飄零，屋內簾明人靜，昨夜好夢

已成追憶，詞人輕輕吩咐自己，所有的憐愛與恩幸均已遭不可抗拒的外力

而成過往雲煙，遙遠而模糊，徒留滿腹愁緒與相思病的真真切切、綿綿無

期。 
不僅如是思念子龍，子龍對如是亦是滿懷不捨，有詩可以為證，其〈戊

寅七夕病中〉曰： 
 

又向佳期，金風動素波。碧樹凝月落，雕鵲犯星過。巧笑明樓迥，

幽暉清簟多。不堪同病夜，苦憶共秋河。
40

 
崇禎十一年(1640)七夕，陳子龍有感牛郎織女的故事，為柳如是而生病

了，字裡行間，充滿對女詞人深情的眷戀。此時他們分手已有三年，但仍

是真心地關懷著彼此。「不堪同病夜，苦憶共秋河」深刻地道出與詞人的

                                                 
40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龍詩集．卷十二》下冊，頁 359。本書乃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施蟄

存與馬祖熙二位教授以王昶所編的《陳忠裕公全集》卷三至卷二十為底本，並詳搜陳子龍生平傳

記與評註等相關史料，在詩詞校注上尤見用心，是研究陳子龍詩詞相當不錯的文本。本文所引陳

子龍詩詞均出自該書，為免繁瑣，爾後只在引文後註明書名與頁次，不另外註明出處。 



同病相憐，也令人為這對愛侶有情相愛，無緣相守的際遇，徒感造化弄人

的無奈。 
 

（三）與陳子龍的唱和 

如是誠為一代名妓，41而晚明名妓共同的特徵即是集才、色、藝三絕，

卓而不群，精通琴棋書畫，文學造詣不讓鬚眉，做人上有俠肝義膽，見識

過人，42而柳如是與陳子龍的詩詞所敘寫的浪漫情懷，正是當時文士與歌

妓文化直接的迴響，43他們以詩詞來互訴衷曲，44其中唱和的詞作，更是

他們真摯愛情的見證。 
詞人黯然離開陳子龍之後，二人內心皆是無比惆悵；兩地相隔，僅能

藉由魚雁往返來稍解相思之苦，陳子龍曾寄調〈踏莎行〉，細訴他對佳人

離去的不捨，詞云： 
 

無限心苗，鸞箋半截，寫成親襯胸前折。臨行檢點淚痕多，重題小

字三聲咽。    兩地魂銷，一分難說，也須暗裏思清切。歸來認取

斷腸人，開緘應見紅文滅。(《陳子龍詩集》下冊，頁 610) 

 
子龍將綿綿相思寄意書信，剛提筆已是淚流滿面，重題小字，更是悲戚難

禁。雖是兩地銷魂，有苦難言，卻是相思清切，只期待佳人能早日歸來。

如此的情深意摯，看在如是眼中，真是字字催人淚下，於是她以同調同題

相和，詞曰： 
 

花痕月片，愁頭恨尾，臨書已是無多淚。寫成忽被巧風吹，巧風吹

碎人兒意。    半簾燈焰，還如夢水，銷魂照個人來矣。開時須索

十分思，緣他小夢難尋你。(頁 99-100) 

 
「臨書已是無多淚」說明詞人在接獲愛人尺牘時，淚水早已流盡，較陳詞

的「臨行檢淚痕多，重題小字三聲咽」更覺淒婉。而一陣風來，吹散了信

箋，也吹散了詞人的思緒。在昏黃的燈焰之中，多盼望情郎能再度入夢來，

但這樣的美夢，又何處尋得呢？ 
在五更花籠淡月的初曉時分，子龍輾轉反側，回想與伊人在紅樓(按

即南園)共處的美麗時光，
45
不禁悲從中來，舉筆題詞，賦下〈浣溪沙．五

                                                 
41 顧苓〈河東君小傳〉言：「宗伯(按即錢謙益)大喜，謂天下風流佳麗，獨王修微、楊宛叔與君(
按即柳如是)鼎足而三」，谷輝之輯：《柳如是詩文集．附編二》，頁 225。 
42 袁墨卿、袁法高：〈晚明江南文化殊相—名士與名姝的豔情與悲劇〉，《棗庄學院學報》(2005
年 2 月)第 22 卷第 1 期，頁 38。 
43孫康宜著、李奭學譯：《陳子龍柳如是詩詞情緣》，頁 71。 
44 有關陳子龍詞的內涵，可參閱蘇菁媛：《陳子龍詞學理論及其詞研究．陳子龍詞的內容》，頁

147-184。 
45孫康宜著、李奭學譯：《陳子龍柳如是詩詞情緣》，頁 140。 



更〉寄予佳人，詞云： 
 

半枕輕寒淚暗流，愁時如夢夢時愁，角聲初到小紅樓。    風動殘

燈搖繡幕，花籠微月淡簾鉤，陡然舊恨上心頭。(《陳子龍詩集》

下冊，頁 598) 

 
特喜早起，不畏寒冷，是柳如是的特性，

46
故「五更」是陳、柳情愛生活

的特定時間用語，陳詞從淚流寫到夢憶，又從風中殘燭寫到花籠微月，對

紅樓的回憶既是甜蜜，也是痛苦的，終於勾起「舊恨上心頭」。而如是亦

如此酬答道： 
 

金猊春守簾兒暗，一點舊魂飛不起。幾分影夢難飄斷。    醒時惱

見小紅樓，朦朧更怕青青岸。薇風漲滿花階院。(頁 100) 

 
詞人從「金猊春守簾兒暗」著筆，說明與子龍相聚的無望，故舊魂再也難

飛，但過去甜蜜的景象卻常入夢來。實在不願再夢到與情郎雙棲雙宿的紅

樓，因會勾起無限的辛酸，而「更怕青青岸」則說明了詞人對青樓生涯的

恐懼厭倦與渴求安定的心情，
47
陪伴詞人的，終究只有滿院的花香；縈繞

陳、柳詞中的盡是無限的孤寂與落寞。 
雖然陳、柳詞中同調同題之作只有〈踏莎行．寄書〉與〈浣溪沙．五

更〉二調四闋，但檢閱陳、柳詞作中，亦有著相當篇幅的題意相關之作，
48如陳子龍的〈南鄉子．春閨〉二首、〈南鄉子．春寒〉與〈浣溪沙．楊

花〉盡是名士對佳人的依依眷戀，尤其是〈浣溪沙．楊花〉，對如是的處

境寄予無限的同情，句句均是憐香惜玉的表露，其詞曰： 
 

百尺章臺撩亂飛，重重簾幕弄春暉，憐他飄泊奈他飛。    淡日滾

殘花影下，軟風吹送玉樓西，天涯心事少人知！(《陳子龍詩集》

下冊，頁 597) 

 
明知所愛此去必是飄泊無依，卻又無力給予她安穩的歸宿，子龍只得將滿

心的牽掛寄意飄零的楊花，傳遞他真誠的關懷。而如是亦以〈南鄉子．落

花〉來酬和陳詞，詞云： 
 

拂斷垂垂雨，傷心蕩盡春風語。況是櫻桃薇院也，堪悲。又有個人

                                                 
46陳寅恪：《柳如是別傳》上冊，頁 276。 
47 據周采泉考證柳如是害怕青青岸的心理，指出其淪落青樓，大半以船為家，而此時擇婿未成

，身如萍飄梗浮，這種在飄泊顛沛中產生的羨慕、失望交結的複雜況味，並非身居華屋者所能體

會的。周采泉《柳如是雜論》，頁 59。 
48 有關陳子龍詞作中與柳如是有關的情愛相思之作，可參閱蘇菁媛：《陳子龍詞學理論及其詞研

究．陳子龍詞的內容》，頁 158-172。 
 



兒似你。    莫道無歸處，點點香魂清夢裏。做殺多情留不得，飛

去。願他少識相思路。(頁 102) 

在櫻桃薇院之中，落花飄零，拂斷春雨，亦蕩盡和煦的春風之語。落花的

命運令人悲悼，而有個人兒卻如落花般堪憐。在此詞人將自己與落花融而

為一。下闋即是對陳詞的回答：莫道我無歸處，我的香魂就在你的清夢裏。

這樣的歸處，著實令人銷魂！既然多情尚且無法停留，那麼就讓我離你而

去吧！詞人以「飛去」自勉，表現出其性格的剛毅，她要用慧劍斬斷情絲，

不讓自己繼續陷入無法修成正果的迷情之中。但她也殷殷囑咐情郎，要善

自珍重，不要再兩地相思，以免徒增感傷；在懇切的叮嚀之中表現出她對

子龍真心誠意的深情關懷。 
柳如是離開陳子龍之後，一直無法遇到心靈相契的伴侶；直到六、七

年後，才尋得情感上真正的歸宿，這也間接證明與陳子龍之間刻骨的戀情

在如是生命中的重要意義。 
 

（四）飄零身世的詠嘆 

柳如是出身卑微，在風塵中翻滾多年，好不容易遇到心靈相契的伴

侶，卻沒有把握是否能共度白首？在風光明媚的新春時節，詞人與情郎在

畫樓前共放風箏，望著風箏雙雙高翔於晴空萬里之中，她不免觸景生情，

渴望與情郎亦能真愛相隨，無論天涯海角，永遠儷影成雙。她的〈聲聲令．

詠風箏〉如此言道： 
 

楊花還夢，春光誰主？晴空覓個顛狂處。尤雲殢雨，有時候，貼天

飛，只恐怕，捉他不住。    絲長風細，畫樓前，豔陽裏。天涯亦

有影雙雙，總是纏綿，難得去。渾牽繫，時時愁對迷離樹。(頁 96) 

 

雖名為詠風箏，細玩之，會發現其實是詞人自述身世之作。首句的「楊花

還夢，春光誰主」即透露出詞人對眼前幸福的不安全感，而望著豔陽下高

低起伏的風箏，頓感恰似自己漂泊的人生；「只恐怕，捉他不住」是詞人

對自己狂放不羈性格的真實寫照，
49
而「天涯亦有影雙雙」則是寄託了如

是對愛情的渴慕與追尋。全詞語涉雙關，不但情與景渾融為一，也使人對

如是飄忽如箏的生命多了一分同情與理解。而詞情從滿懷希冀跌入難以言

喻的感傷，令人覺知莫非此即是詞人將再度面對滄桑的預言？果然在賦畢

此詞後的一季，柳如是迫於現實，不得不與陳子龍黯然分手，也使得「時

時愁對迷離樹」一語成讖。 
再度流落煙塵的柳如是，幾乎終日以畫舫為家，並以其文才、外貌與

                                                 
49 沈虯〈河東君傳〉言：「河東君柳如是者，吳中名妓也。美丰姿，性獧慧。知書善律，分題步

韻，頃刻立就」。谷輝之輯：《柳如是詩文集．附編二》，頁 227。 



識見，成為吳江風月場所中新升起的閃亮明星，
50
圍繞在她週遭的，盡是

當時江南的名士，同時她也出版了《戊寅草》、《湖上草》等詩集。51這樣

的際遇，看似風華絕代，但在如是內心深處，卻極度厭倦這種送往迎來的

生活，她渴求情感上的安定，更懷念與子龍之間真摯的愛情。子龍亦一直

關心著詞人，寫了〈上巳行〉寄予柳如是，其中有「垂柳無人臨古渡，娟

娟獨立寒塘路」之句，52即暗指柳如是當時的處境，令如是感慨萬千；但

聰慧且堅毅的詞人思緒相當清澈，她知道必須徹底割斷與陳子龍之間的情

絲，並且肯定自我，才能迎向新生。在崇禎十二年(1639)左右，她以個人

罕用的長調，賦下了〈金明池．詠寒柳〉，細訴此身世遲暮之感，其詞曰： 
 

有悵寒潮，無情殘照，正是蕭蕭南浦。更吹起，霜條孤影，還記得

，舊時飛絮。況晚來，煙浪斜陽，見行客，特地瘦腰如舞。總一種

淒涼，十分憔悴，尚有燕臺佳句。    春日釀成秋日雨，念疇昔風

流，暗傷如許。縱饒有，繞堤畫舸，冷落盡，水雲猶故。憶從前，

一點東風，幾隔著重帘，眉兒愁苦。待約個梅魂，黃昏月淡，與伊

深憐低語。(頁 220-221) 

 
起韻三句雖是描寫寒柳所處的環境以作為下文抒情的依據，但「有恨」與

「無情」二詞卻已移情於物，凸顯詞人深沉的思緒；而「寒潮」、「殘照」

與「蕭蕭南浦」所構成的是一幅極為肅颯的景象，強烈暗示詞人自身所處

的黯淡景況，幾無任何生命熱力可言。接韻以「更」字領起，巧妙地加入

了寒柳的意象；而寒柳以懷抱舊時回憶出場，更令人有著今非昔比的無限

哀怨：今日是毫無生意的霜條孤影，昔日卻是漫天飛絮，占斷暮春光景的

一時之盛。三韻以「況」字轉折領起，接續前面「殘照」與「霜條孤影」

的情境，敘寫在秋暮昏沉、煙浪迷離的蕭瑟之中，憔悴寒柳瘦腰如舞以迎

送行人的可哀情狀。此處的語境十分淒婉，不僅寫出蕭蕭水畔寒柳迎風獨

立的自然景象，更寫出女詞人身為風塵女子不得不殷勤送往迎來的入骨淒

涼。歇拍處詞人直述淒涼並總結寒柳的可悲命運：雖然曾經有過令人迷戀

的嫩枝冶葉，致使有詩人為其寫下如「燕臺佳句」般的美好往昔，但其命

運不過是永遠的淒涼與完全的憔悴而已。詞人通過寒柳意象所寄託的生意

寥落與淒怨情懷，至此已到達極端。 
過片意脈不斷，並引因果說以開啟另一個抒情的門戶，使人與柳在精

神上渾然一體，運思巧妙且筆力萬鈞：一個「釀」字精密地連結了春與秋，

                                                 
50 高彥頤著、李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女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年 1 月)，頁 292。 
51 陳寅恪曾如此推論晚明名妓善吟詠、工書畫的原因道：「河東君及其同時名姝，多善吟詠，工

書畫，與吳越當社勝流交遊，以男女之情兼師友之誼，記載流傳，今古樂道。推其原故，雖由於

諸人天資明慧，虛心向學使然。但亦因其非閨房之閉處，無禮法之拘牽，遂得從容與一時名士往

來，受其影響，有以致也。」陳寅恪：《柳如是別傳》上冊，頁 75。 
52 陳子龍〈上已行〉，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龍詩集》上冊，頁 305。 



因若無曩昔的越格風流，便無今日的深沉痛苦。而命運即是在偶然之中滲

入必然，柳如是與陳子龍偶然的相戀，雖是兩情繾綣，卻終究難逃分離的

宿命，詞人心中為此而有著難以言喻的幽怨。接韻遞進一層，先以「繞堤

畫舫」隱喻表面的繁華，再以「水雲猶故」寄意自己如行雲流水般飄泊無

定的感情世界。一個「縱」字，將所有繁華提到最高點後一筆否定，表示

在詞人的內心世界裏，對名妓生活表面繁華，內心卻無比空虛的極度厭

倦。但儘管心中疲憊，與子龍纏綿悱惻的舊情卻是歷歷如在眼前，故在「念

從前」一韻裏，詞人借寒柳隔簾回憶昔日春意初臨，柳葉臨風搖曳的美好

來紀念自己曾經擁有過的青春歲月，這是懷舊的微妙情緒，在惆悵之中依

然有著嘆息，故言「眉兒愁苦」。 
但堅毅的詞人在歷經千回百折的情感糾葛之後，對自己出色的本質依

舊有著高度的自信，故在結尾處創意出奇，推開所有煩憂，讓歷經生命波

折、淒涼憔悴的寒柳邀約在黃昏淡月中清香瘦逸的梅魂，因他們同具清新

高雅的品質。結拍在一片蕭條、萬般幽怨的詞境中透出溫馨疏朗，除具有

洞天別開之妙外，也令人理解柳如是對自我命運的參悟、理解和追求。 
或許是基於這樣的一分自信與追尋，柳如是約在賦畢此詞後的一年

(即崇禎 13 年，1640)，即在友人汪然明的引薦之下，放舟至常熟虞山，

幅巾弓鞋，著男子裝，初訪錢謙益的半野堂。錢為其風采所折服，為如是

在十日內築成「我聞室」，並稱其為「河東君」，彼此十分敬重，從此詩詞

酬唱不絕，成為當時江南的文壇盛事。而翌年亦經汪然明極力撮和，錢柳

二人衝破重重阻力，結為連理。53在歷經情感的無數波瀾之後，柳如是果

然尋得自我的梅魂—即情感上安穩的歸宿。 
另外尚有〈垂陽碧〉一詞，在內涵上與〈金明池．詠寒柳〉略同，均

可視為詞人情感生活史上除舊迎新的轉折點，54茲不贅述，待論述柳詞的

形式技巧時再行分析。 

三、柳如是詞的形式技巧 

（一）造語平白如話 

讀柳如是詞，會發現她大量使用口語和虛詞，使全詞讀來明暢如話，

而各種情感的表現亦不假任何雕飾，如實呈現眼前。如〈河傳．憶舊〉言： 
 

花前雨後，暗香小病，真個思清切。夢時節，見他從不輕回，風動

也，難尋覓。    簡點枕痕剛半折。淚滴紅綿，又早春文滅。手兒

臂兒，都是那有情人，故把人心搖拽。(頁 101) 

                                                 
53 有關柳如是與錢謙益的關係，可參閱陳寅恪：《柳如是別傳‧第四章》中冊，頁 349-842。劉

燕遠：《柳如是詩詞評注‧自序》，頁 4-5。 
54 周采泉：《柳如是雜論》，頁 58。 



 
題名為「憶舊」，可以想知所憶者乃是與陳子龍共度的美好時光：無論花

前雨後，或是小病微恙之時，盡是一個「思」字。而夢中的情人雖是濃情

密意，卻不堪風吹夢醒，便杳然無蹤，徒留傷心的詞人淚溼紅綿。詞中「手

兒臂兒，都是那有情人」以淺近之語，使當年與情郎勾臂攜手，燕好繾綣

的情景如在目前，怎不令人心波搖拽？ 
再看其〈夢江南．懷人〉其十五道： 

 
人何在？人在綺筵時。香臂欲抬何處墮，片言吹去若為思。況是口

微脂。(頁 94) 

 
詞人追憶她與陳子龍等幾社才子文酒之會的歡愉場景，55如是妙解音律，

能歌善舞，詞中「香臂欲抬何處墮」似乎在問情郎「你可知我是為誰而舞」？

而從淡施胭脂的小口中唱出的字字句句，均是對情郎不盡的傾慕之意。彼

時陳柳情感雖摯，但關係並不明朗，與宴之友未必明瞭詞人正是為陳子龍

而歌舞。透過這樣真情的告白，更令人對陳柳坎坷的姻緣之路寄予無限的

同情。 
以口語入詞，有淺顯、易懂、活潑等好處，56北宋柳永詞即以用字通

俗而廣受歡迎，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即引《藝苑雌黃》言：「柳永之樂

章，人多稱之。……彼其所以傳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易悅故也」。57

劉若愚在論柳永詞時亦指出以口語入詞的好處，其言： 
 

像這些口語的字，和傳統的較為典麗的詩句交織在一起，增加了詞

的生動而不拘泥的風格，如果一首詞以這些口語的字彙為主，又會

使得全首都帶有談話的意味。
58

 
據此檢視柳如是〈河傳．憶舊〉中「真個思清切」、「見他從不輕回」與「手

兒臂兒，都是那有情人」等口語，交織在「花前雨後，暗香小病」與「淚

滴紅綿，又早春文滅」等較為典麗的詞句中，確使全詞多了一分生動不拘

的風格；而〈夢江南．懷人〉其十五即是詞人對子龍的愛情宣言。再看其

〈兩同心．夜景，代人作〉云： 
 

不脫鞋兒，剛剛扶起。渾笑語、燈兒廝守，心窩內、著實有些些憐

                                                 
55據陳子龍《陳子龍譜》言：「文史之暇，流連聲酒」，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龍詩集．附

錄二》下冊，頁 648。 
56 黃文吉：《北宋十大詞家》(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96 年 3 月)，頁 143。 
57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 39，《叢書集成新編》(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 年 6 月)冊
78，頁 583。 
58 劉若愚撰、王貴苓譯：《北宋六大詞家》(臺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6 年 6 月)，頁 83-84
。 



愛。緣何昏黑，怕伊瞧地。    兩下糊塗情味。今宵醉裏。又填河

、風景堪思，況銷魂、一雙飛去。俏人兒，直恁多情，怎生忘你。

(頁 99) 

 
全詞幾乎以口語為主，敘寫情郎扶醉夜歸時小女子既嗔又憐的嬌俏模樣，

雖云代人作，實際上又何嘗不是詞人對子龍的憐愛與牽掛？這樣的詞句，

讀來具有濃濃的青樓風味，除了與如是的身分相切合之外，亦符合詞源自

於民間市井，北里歌場的初始形態。
59

另外如〈夢江南．懷人〉其二十所言： 
 

人何在？人在枕函邊。只有被頭無限淚，一時偷拭又須牽。好否要

他憐。(頁 96) 

 
這樣一個不斷拭淚，楚楚可憐的形象，及詞中所呈現出的似耍賴又撒嬌的

小兒女心態，決非其他慣用以典雅文句來描繪內心世界的閨秀詞所能呈現

出來的，則如是平白如話的語彙和直述的語氣不但直接深刻地傳達其內心

的真正感受，增加詞作的生動性，也強化了其詞作的北里風味。 
其他如「有時候，貼天飛，只恐怕，捉他不住」(〈聲聲令．詠風箏〉)、

「遮莫今宵風雨話，要他來，來得麼？」(〈江城子．憶夢〉)、「做殺多

情留不得，飛去。願他少識相思路」……等均是如是詞中使用口語和虛詞

的例證，這樣的形式技巧，除了使如是詞生動、活潑並增添少女的嬌媚之

外，也使其詞展現了濃厚的元曲風格。60

 

（二）善用古典今事 

如是詞雖是明白如話，但有時候卻不大容易讀懂，甚而連博學多聞的

一代通儒陳寅恪先生在《柳如是別傳．緣起》中都如此言道： 
 

蓋牧齋博通文史，旁涉梵夾道藏，寅恪平生才識學問固遠不逮昔賢

，而研治領域，則有略近似之處。豈意匪獨牧齋之高文雅什，多不

得其解，即河東君之清詞麗句，亦有瞠目結舌，不知所云者。
61

 

究其原因，實在是因為柳如是詞或為避俗，或暗有所指，化用了相當多的

古典今事，使讀者初讀時難以理解其中意旨，幾經尋繹之後，方才恍然大

悟，亦不得不佩服柳如是的博學與善喻。茲以〈夢江南．懷人〉其十九為

例說明之，其詞曰： 

                                                 
59 張惠民：《宋代詞學審美理想》(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年 4 月)，頁 43。 
60 賀超：〈論柳如是詩詞創作的女性心理〉，《贛南師範學院學報》(2002 年第 4 期)，頁 59。 
61 陳寅恪：《柳如是別傳》上冊，頁 3。 



人何在？人在畫眉簾。鸚鵡夢回青獺尾，篆煙輕壓綠螺尖，紅玉自

纖纖。(頁 95) 

 

據《明皇雜錄》云： 
 

開元中，嶺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慧，洞曉言詞。上

及貴妃皆呼之為雪衣女。性既馴擾，常縱其飲啄飛鳴，然亦不離屏

幃間。上令以近代詞臣詩篇授之，數遍便可諷誦。
62

 

而芮挺章〈江南弄〉亦言「春江可憐事，最在美人家。鸚鵡能言鳥，芙蓉

巧笑花」，
63
則如是以鸚鵡自喻之意昭然若揭。另外「青獺」據揚雄〈羽

獵賦〉言「蹈猵獺，據黿鼉，去靈蠵」。李善注引郭璞《三蒼解詁》：「猵

似狐，青色，居水中，食魚」。64《淮南子．兵略》則言：「夫畜池魚者，

必去猵獺；養禽獸者，必去豺狼」。65由此觀之，青獺必是破壞鸚鵡好夢

者；而據陳寅恪的推測，柳如是之所以不能長居南樓，是由於陳子龍之妻

張孺人號稱奉祖母高安人與繼母唐孺人之命出面干涉之結果，66則「青獺」

所指，豈非張孺人？如是古典今事合用之，暗指兇狠如青獺的張孺人破壞

為子龍鍾愛如鸚鵡的詞人美好之夢。而末句的「篆煙輕壓綠螺尖，紅玉自

纖纖」則以屋內爐香裊裊輕襲眉尖，卻瞬間隨即消逝，徒留顏如紅玉的詞

人顧影自憐，來說明自己的形單影隻與對愛人的思念。 

細玩全詞，以物喻人，取譬新穎，巧妙地傳達了詞人心中對妒婦的怨

懟與對情人的依戀，在哀哀細訴之外另有引人入勝的綺麗內蘊，充分表現

了詞人精於借典與善製物象的功力。 
再看前述如是以柳自詠身世的〈金明池．詠寒柳〉，在詠物詞的閱讀

成規中，「典故」常含有深刻的意涵，讀者需深入去發掘以得全詞的真義。
67據陳寅恪先生的說法，柳如是〈金明池‧詠寒柳〉主要取材的古典有二：

一是「尚有燕臺佳句」之語乃化用李商隱詩〈柳枝〉五首并序及〈燕臺〉

四首，二是「約個梅魂」句之微旨，固由湯顯祖名劇《牡丹亭》中男主角

「柳夢梅」之名啟悟而來，但其主典乃取自湯著的另一劇《紫釵記》。68今

擬從之並證諸原典，盼能進一步闡釋隱含在詞中的深意。 
李商隱〈柳枝五首‧序〉言： 
 

                                                 
62 鄭處晦《明皇雜錄‧補遺》，《叢書集成新編》冊 83，頁 409。 
63 ［清］聖祖御製、王全點校：《全唐詩‧卷203》(北京：中華書局，1992年10月)冊6，頁2127
。 
64 ［梁］蕭統編、［唐］李善注：《文選》(臺北：華正書局，1987 年 9 月)，頁 134。 
65 何寧撰：《淮南子集釋》(北京：中華書局，1998 年 10 月)下冊，頁 1046。 
66陳寅恪：《柳如是別傳》上冊，頁 270。 
67孫康宜著、李奭學譯：《陳子龍柳如是詩情緣》，頁 161。 
68陳寅恪：《柳如是別傳》上冊，頁 344-346。 



柳枝，洛中里孃也。父饒好賈，風波死潮上。其母不念他兒子，獨

念柳枝。……余從昆讓山，比柳枝居為近。他日春曾陰，讓山下馬

柳枝南柳下，詠余〈燕臺詩〉，柳枝驚問：「誰人有此？誰人為是？

」讓山謂曰：「此吾里中少年耳。」柳枝手斷長帶，結讓山為贈叔

乞詩。
69

 

若從此一層面來理解，則柳如是在此已化身為柳枝，而受其傾慕之至的才

子李商隱則是愛人陳子龍的化身。長期以來，柳如是與陳子龍相知相許，

如是是子龍詩文創作的最佳讀者，則子龍是否也能相對地理解此闋為他而

填的詞呢？ 
在全詞的收梢處，詞人堅毅地向情人公開她的追尋：「待約個梅魂，

黃昏月淡，與伊深憐低語」，此處的梅魂固指的是湯顯祖名劇《牡丹亭》

中男主角「柳夢梅」，而詞人所欲追求的亦是如《牡丹亭還魂記‧題辭》

所言「情不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不可與死，

死而不可復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的無悔深情，70但觀其中的遣詞用語，

卻更是來自《紫釵記》，其中第 8 齣「佳期議充」是寫在某除夕夜，女主

角霍小玉在微月半遮寒梅的景況下愛上詩人李益，並以玉燕釵為信物，曲

文曰： 
 
(旦上，薄妝凝態)試煖弄寒天色，是誰向殘燈淡月，仔細端詳無奈

。憑墜釵飛燕徘徊，恨重簾，礙約何時再。(浣)似中酒心情，羞花

意緒，誰人會，懨懨睡起，兀自梅梢月在。
71

 

雖然霍小玉與李益兩位有情人曾經歷幾度分合的挫折，但最後他們終於團

圓，此時他們相互贈鈿唱和，第 53 齣「節鎮宣恩」云： 
 

(生)是當年天街上元。絳籠紗燈一面，兩下留連。兩下留連，幸好

淡月梅花，拾取釵鈿。將去納采牽紅，成就良緣。(合)今日紫誥皇

宣。夫和婦永團圓。
72

 

柳詞收拍處所期待的正是在黃昏淡月下，與有情人(即梅魂)深憐低語。情

景鋪設與遣詞用語都化用自湯劇，除了劇中女主角霍小玉出身與詞人相

似，詞人用以自喻外，更可看出美人遲暮的感傷，尋得人生的良侶實在是

已屆婚配之齡，
73
而情感仍是飄泊的柳如是心中最大的企盼，故陳寅恪以

                                                 
69 劉學鍇、余恕誠著：《李商隱詩歌集解》(湖北：中華書局，1996 年 2 月)冊 1，頁 99。 
70 湯顯祖著、俞為民校注：《杜丹亭校注》(臺北：華正書局，1996 年 1 月)，頁 1。 
71 林侑蒔主編：《全明傳奇‧紫釵記》(臺北：天一出版社，出版年月未註明)，頁 16b。 
72林侑蒔主編：《全明傳奇‧紫釵記》，頁 77b。 
73 據陳寅恪所言，當日社會女子婚嫁之期，大約逾二十歲，即謂之晚。陳寅恪：《柳如是別傳》

上冊，頁 342。 



為此詞實是陳楊關係及錢柳因緣轉捩點。
74

另外沈雄《古今詞話‧詞話》下卷「諸家豔詞」引黃九煙之言曰：「雲

間宋徵輿、李雯，共拈春閨風雨諸什。」75而陳子龍詞中題為「春雨」與

「春閨風雨」者共有三首，由詞意判斷，應都是在陳柳關係最密切的崇禎

八年(1635)為柳如是而作，76而崇禎八年春天正是多雨之時，77則更可明

白柳詞中所謂「春日釀成秋日雨，念疇昔風流，暗傷如許」之深意：原來

當年幾社諸名士為自己所作的春閨風雨豔詞，竟成今日飄零的預兆；且更

可與上闋「燕臺佳句」的思想相貫通，則柳如是〈金明池‧詠寒柳〉含義

之深刻，由此可見一般。 

其餘如〈夢江南．懷人〉其三中「不是尾涎人散漫，何須紅粉玉玲瓏」

以《漢書‧外戚傳‧孝成趙皇后傳》中所載童謠：「燕燕，尾涎涎，張公

子，時相見。木門倉琅根，燕飛來，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的典故，
78暗指自己的愛情若非遭到他人蓄意的破壞，又何須以紅粉和玉飾來刻意

裝飾打扮，因她與陳子龍之間的愛情本就是建立在心靈相互的契合之上。

而〈少年遊．重遊〉中所言「絲絲碧樹何曾捲？又是梨花晚」雖是寫景，

但細細品味，這未曾捲的碧樹與向暮下孤伶伶的梨花，莫非即是詞人「過

盡千帆皆不是」的深深慨嘆？如是因善用古典今事，使乍讀之下平白如話

的詞句多了一分耐人尋味的深層內蘊，此亦是詞人才華過人的突出表現。 
 

（三）突出景物意象 

所謂「意象」依心理學家的解釋是指人們在過去的感覺或已被知解的

經驗在心裡再現或記起的「心靈現象」。79而表層之象與深層之意的滲透，

是意象的構成機制。吾人賞析文學作品，面對繽紛多采的意象行列時，必

定要透過色彩、線條、聲響、形態、質地、動作等感性形態，方能深入體

會其內層意蘊。80

翻閱柳如是詞，會發現其相當擅長營造景物意象，透過這些意象的詮

釋，當更能發掘柳詞的深層內蘊。如其〈夢江南．懷人〉其二言： 
 

人去也，人去鷺鶿洲。菡萏結為翡翠恨，柳絲飛上鈿箏愁。羅幕早

驚秋。(頁 91) 

 

                                                 
74陳寅恪：《柳如是別傳》上冊，頁 343。 
75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一，頁 817。 
76 蘇菁媛：《陳子龍詞學理論及其詞研究》，頁 170。 
77陳寅恪：《柳如是別傳》上冊，頁 244。 
78 班固《漢書‧外戚傳．孝成趙皇后傳》，楊家駱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臺北：鼎文

書局，1979 年 2 月)冊 5，頁 3999。 
79 王夢鷗：《中國文學理論與實踐》(臺北：時報出版公司，1995 年 11 月)，頁 164。 
80 嚴雲受：《詩詞意象的魅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年 2 月)，頁 33。 



「菡萏」即是「荷花」、「蓮花」，但後者較為淺近通俗，以「菡萏」代之，

即予人莊嚴珍貴之感。
81
在與愛人黯然分手的早秋時節，詞人望向鷺鶿洲

上碧葉紅荷相配，而自己卻是孤單一人，不由得對翡翠般的綠葉生出恨

意。而「鈿箏」是嵌金為飾之箏，常為閨女所彈，詞人想起往昔與戀人彈

箏奏歌的情景已不復再有，如今鈿箏閒置，徒讓柳絲飛掠，怎不令人心生

感傷？ 
詞中「菡萏結為翡翠恨，柳絲飛上鈿箏愁」的句子，令人聯想到李璟

〈浣溪沙〉「菡萏香消翠葉殘，西風愁起綠波間」，
82
與馮延巳〈鵲踏枝〉

「六曲闌干偎碧樹。楊柳風輕，展盡黃金縷。誰把鈿箏移玉柱？穿簾海燕

驚飛去」的名句。
83
前者極得王國維之清賞，以為「大有眾芳蕪穢，美人

遲暮之感」
84
，而後者則予人愛情已逝，冷清獨處的寂寞淒涼。詞人巧妙

地結合此二意來敘寫離情，不但道出自身高潔如菡萏，也泣訴美人遲暮的

滄桑；在這樣的氛圍之下，看到羅幕被風吹起，不禁感慨秋風陡降，使得

寒氣令人心驚。而這「秋」，又何嘗不是詞人生命困挫的「人生之秋」呢？ 

再看前所述酬和陳子龍相關詞作的〈南鄉子．落花〉，基本上「落花」

一詞的情感色彩屬於中性，客觀地表述了自然界花卉飄零的現象，忽略花

的形狀與色彩，概述性較強，因此在意蘊上更適合表現低迴、深沉的情緒，

更易容納多義性。85開篇即以「拂斷垂垂雨」來形容落花凋零的景象，令

人震懾！在這樣的情景下，她無法不引發愛情已逝與青春蹉跎的悲哀，故

這裏的落花意象，即是作者自我生命的暗示。而堅毅的詞人對自己高潔的

品格終究是有信心，雖然她的命運飄零如落花，但她深信她終會有屬於自

己的真正歸處。故其過片處即言「莫道無歸處，點點香魂清夢裏」，她情

願將香魂留在清夢之中，並叮囑陳子龍莫再為情所困，應化悲憤為力量，

她要「飛去」，迎向「落紅不是無情物，化作春泥更護花」的嶄新人生！ 
詞人以為她終將如適應環境能力強韌的楊柳，面對各種艱難，都能保

有生命活力，從而衝破險阻，平安地成長、茁壯。86以楊柳入詞，實源於

詞人對楊柳意象的偏愛，
87
在如是詞中，以柳自喻是其相當重要的託寓技

巧，除名字象徵法之外，更建立在名物的隱喻關係上。88檢閱柳詞中以柳

自喻的篇章，除前述的〈金明池．詠寒柳〉外，另有〈垂陽碧〉一詞，其

詞曰： 

                                                 
81 葉嘉瑩：〈李璟〈山花子〉(菡萏香消翠葉殘)賞析〉，唐圭璋等撰寫：《唐宋詞鑑賞》(臺北：五

南圖書公司，2001 年 12 月)上冊，頁 139。 
82 曾昭岷、曹濟民等編著：《全唐五代詞》上冊，頁 726。 
83曾昭岷、曹濟民等編著：《全唐五代詞》上冊，頁 658。 
84 王國維《人間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 5，頁 4242。 
85嚴雲受：《詩詞意象的魅力》，頁 348。 
86嚴雲受：《詩詞意象的魅力》，頁 93。 
87劉燕遠：《柳如是詩詞評注》，頁 278。 
88孫康宜著、李奭學譯：《陳子龍柳如是詩詞情緣》，頁 160。 



空回首，筠管榴箋依舊。裂卻紫簫愁最陡，顛倒鸞釵久。 

羨殺枝頭荳蔻，悶殺風前楊柳。一夜金溝催葉走，細腰空自守。 

(頁 221) 

陳寅恪以為此詞應作於如是離開陳子龍後，詞意與〈金明池．詠寒柳〉略

同。89詞人在離開陳子龍後的六、七年間，均未覓得真正契合的心靈伴侶，

難免有身世遲暮之悵。90如是向以能詩善畫著稱，91在落寞之時，看到自

己寫詩作畫的筠管及榴箋絢麗依舊，對照閒置已久的鸞釵，更顯詞人思緒

的茫然。但周采泉卻以為「玉簫吹裂」正是全詞的詞眼所在，本詞正是其

生活史上除舊迎新的轉折點。92雖然詞人欣羨正值荳蔻年華的青春少女，

也慨嘆過盡千帆皆不是的風塵歲月，但詞人依然潔身自愛，堅持在滾滾紅

塵中尋覓自己真正的幸福。 
細玩全詞雖以詠柳為主，但上片用「筠管」、「榴箋」等意象強化詞人

的才華，而以鸞釵顛倒形容名花仍未尋得主人的憂戚外，卻伴以紫簫吹裂

來說明自我決意迎向新生的決心。下片詞人以「荳蔻」和「楊柳」相對照，

坦誠自己芳華不再的事實，卻以「金溝吹葉走，細腰空自守」來強調自己

對理想的執著。「筠管」、「榴箋」、「紫簫」、「荳蔻」、「楊柳」是用文字展

現出來的顯意象，讀者卻能從這些意象的組合中體會到詞人所欲傳達的言

外之意，此即如是詞突出景物意象的功力所在。 

（四）詞境蘊藉幽微 

自來眾多文論家均強調詩文創作要有言外之意，即「言有盡而意無

窮」，如南宋詠詞大家姜夔即言： 
 

語貴含蓄。東坡云「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

謹於此。清廟之瑟，一唱三嘆，遠矣哉！後之學詩者可不務乎？若

句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句中有餘意，善之善者

也。
93

文學作品若無法耐人尋味，不能含不盡之意於言外，即非佳作。而晚清詞

論家況周頤在論述詞境時，亦強調要以「深靜」為尚，讀者透過淺近的文

字表象，卻能因審美興味的不同而各有深層的體會，此方是由淺見深的佳

                                                 
89陳寅恪：《柳如是別傳》上冊，頁 109。 
90據顧苓〈河東君傳〉言及柳如是與錢謙益：「定情之夕在辛巳六月七日。君年二十四矣」。則柳

如是年 24 方歸錢謙益，以當時社會女子婚嫁之年言之已過晚矣。谷輝之輯：《柳如是詩文集．附

編二》，頁 225。 
91 汪砢玉：《珊瑚網名畫題跋．黃媛介畫跋語》言：「松陵盛澤有楊影憐，能詩善畫。余見其所

作山水竹石，淡墨淋漓，不減元吉子固。書法亦佳。今歸錢蓉江學士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子部藝術類》(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 年 3 月)冊 818，頁 802。 
92 周采泉：《柳如是雜論》，頁 58。 
93 姜夔《白石道人詩說》，何文煥輯《歷代詩話》(臺北：漢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3 年 1
月)冊 2，頁 681。 



作，其言道： 
 

詞境以深靜為至。韓持國〈胡搗練令〉過拍云：「燕子漸歸春悄，

簾幕垂清曉」境至靜矣，而此中有人，如隔蓬山，思之思之，遂由

淺而見深。
94

 

雖然柳如是詞造語平白如話，但因善用古典今事與突出景物意象的寫作技

巧，使其詞具有蘊藉與幽微的意境，令人咀嚼再三。如其〈更漏子．聽雨〉

之二云： 
 

花夢滑，杏絲飛，又在冷和風處。合歡被，水晶幃，總是相思塊。    

影落盡，人歸去。間點昨宵紅淚。都寄與，有些兒，卻是今宵雨。

(頁 97) 

 

在淒風冷雨交加的風雨之夜，窗外飄飛的柳絲更顯落寞，而屋內人兒如花

的美夢亦已遠逝。輾轉反側之際，望見曾與愛人依偎共眠的合歡被與水晶

簾，詞人更是百感交集；只覺得昨夜流淌的傷心淚，都已化作今宵紛飛的

細雨。這樣的詞作，令人黯然。尤其收拍處「都寄與，有些兒，卻是今宵

雨」，不但在如話的陳述中已蘊含深深的幽怨，更回應起拍的「花夢滑，

杏絲飛，又在冷和風處」，那在風雨之中獨自飄零的青青柳絲，莫非就是

失去心靈依靠的詞人自我的寫照？ 
再看看〈夢江南．懷人〉詞組中的兩首云： 

 
人去也，人去小池臺。道是情多還不是，若為恨少卻教猜。一望損

莓苔。(其四，頁 92) 

人去也，人去綠窗紗。贏得病愁輸燕子，禁憐模樣隔天涯。好處暗

相遮。(其五，頁 92) 

 

前闋中的「道是情多還不是，若為恨少卻教猜」似是詞人對她與陳子龍的

愛情悲劇所作的註解，她明明是為人事所迫，不得己才離開南園，可是她

偏說不是多情；但若以為對子龍有所怨恨，也未必相合。陳寅恪以為此種

情懷正是柳如是〈別賦〉所言「雖知己而必別，縱暫別其必深」與子龍〈長

相思〉七古所言「別時餘香在君袖，香若有情尚依舊。但令君心識故人，

綺窗何必常相守」之意旨。95這樣的情感表述，讓人很容易聯想到秦觀〈鵲

橋仙〉(纖雲弄巧)中的名句「兩情若是久長時，又豈在朝朝暮暮」，96只要

彼此曾經真心相愛，雖不能長相廝守，但已足夠讓此生永遠回憶。這樣的

文字，雖是白話如散文，卻顯得溫婉蘊藉，餘味盎然。 
                                                 
94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二》，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 5，頁 4425。 
95陳寅恪：《柳如是別傳》上冊，頁 329。 
96 唐圭璋編：《全宋詞》(北京：中華書局，1998 年 11 月)冊 1，頁 459。 



後一首據陳寅恪考證乃如是在離開子龍之後，燕子重來的次年春天所

作。97詞人懷著極大的憂傷離開愛人，身心交瘁。看到燕子秋去春又回，

而自己卻是愁病纏身，故言「贏得病愁輸燕子」。詞人不願愛人擔心自己

憔悴幽索的容顏，只好躲在暗處遮掩，故又接著言「禁憐模樣隔天涯，好

處暗相遮」。全詞直述失愛的悵然，不假任何雕飾，而接受者的審美思維

活動亦不須作任何停頓，直與「詞心」相通，此正是所謂「豔而清，微而

遠，語不深而情至」。98讀者在淺唱吟哦之際，眼前亦出現繡窗下佳人對

燕空嗟的畫面，而畫中人究竟該何去何從？頗令人費盡思量。 
其餘如前述所論的〈聲聲令．詠風箏〉以風箏喻自家身世、〈更漏子．

聽雨〉的寄無窮幽怨於淒風苦雨之中、〈浣溪沙．五更〉的迷濛思緒、〈金

明池．詠寒柳〉中的深情縈繞……等等，均是含不盡之意於言外的蘊藉幽

微之作，如是的聰穎慧黠，亦在此展露無遺。 

四、結語 

從內容而言，柳如是詞幾乎是她與陳子龍兩情繾綣的忠實紀錄：從甜蜜愛情

的追憶到黯然離分的悲泣，詞人以真誠的詞筆，記下心中的點滴感受。當然，才

子佳人亦有唱和之作；而回憶這段無疾而終的露水姻緣，詞人對自己飄零的身世

不免感觸良多；但詞人對自己高潔的品格有著深厚的自信，她深信終能尋得一份

屬於自己的真正幸福。果然，在離開陳子龍後的六、七年，詞人終於遇到能真心

待她、憐她、並包容她的大學士錢謙益，兩人過著圖史校讎的愉悅生活。但或許

是因為生活的安逸，致使創作靈感不再，99在如是現存的作品中，並未見此一時

期的詞作。 
在形式技巧上，平白如話的敘述固是柳詞迥異於同時代閨秀詞的一大特色，

但因其精於取典用譬與藉物抒懷，使其詞能融身世之感於其中，從而形成耐人咀

嚼的蘊藉詞境，避免了口語行文所造成的俚俗傾向，並進而提升其詞雅緻的情

思，但在某一程度上也造成了柳詞的高雅與難解。 
在中國千年的詞史上，柳如是詞囿於題材的狹窄與形式技巧運用的未臻成

熟，或許不能如李清照與愛人陳子龍般留下斑斕的印記；但詞人真誠的詞筆，卻

是她慧黠情深與獨立人格的最佳註記。另外從文學發展的視角言之，柳詞固然是

私情領域的發揮：或獨自低吟、或同題共作、或相互酬答，在形式與技巧上卻是

對陳子龍等雲間派詞人理論的實踐，也因此延續了幾已不復再見的詞體書寫傳

統。這種文學傳統與私情領域交疊對話所形成的特殊書寫樣態不但是柳如是詞創

                                                 
97陳寅恪：《柳如是別傳》上冊，頁 262。 
98 陳廷焯《詞壇叢話》評王小山詞語，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 4，頁 3733。 
99 鄧紅梅言：「安定的生活對許多人來說都是感受力的戕殺者，對這位曾有過漂泊難定、前途難

測的生活經歷的女子，似乎亦未能例外，所以她不再作詩填詞，也還有這方面的原因。」鄧紅梅

：《女性詞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 年 4 月)，頁 236。 
 



作的極大特色，對爾後清詞的中興亦有著不可忽視的推波助瀾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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