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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文化和唐诗中以长安为主题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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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长安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长安文化所具有的凝聚

力、
感召力以其深厚的人文内涵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地域文化所不可企及的。
在这块土地上所演绎的无数次盛衰更替以及所形成的历史文化积淀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人。同
时, 长安作为帝都, 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不已的题材; 唐代诗人以长安为主题的诗歌内容丰富, 充
分体现了长安文化所独有的本源性、
悠久性、
系统性和历史传承性。
关键词: 长安; 长安文化; 帝都文化; 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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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A

长安是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中主 流文化的发祥
地。长安文化不仅孕育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积极

文章编号: 1671 6248( 2010) 03 0006 08
孙东移、
南迁, 一直延伸到齐、
鲁、
燕、
赵、
淮河以及长
江流域。

向上的民族精神, 而且长安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
感

长安城南的沣水和镐水汇合处是周王室的都城

召力以其深厚的人文内涵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

丰京和镐京的所在地, 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即诞生

代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地域文化所不可企

于此,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 礼乐文化 也发源于

及的。

此。 礼乐 是周天子的治国纲领, 尤其是周代的礼
乐文化作为等级制度的文化符号, 被后世历代封建

一、
长安文化

王朝奉为圭臬, 从而使得周文化成为长安文化的开
端, 并对后世产生了源远流长的影响。当周王室衰

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 长安文化占有非常重要

落时, 他的 诸侯国 鲁国还 保留 着比 较完 整的传 统

的地位。它不仅是一 个时间与空间 结合的文化符

礼乐 制度。孔子对此很欣赏, 曾经说过 闻韶乐,

号, 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符号。从空

三日不知肉味。 足见他对礼乐文化崇拜到 了几乎

间上讲, 长安是指现在的陕西潼关以西、
宝鸡以东的

痴迷的地步。在 !论语 #中, 孔子 向他的 学生 谈起

关中平原的核心地区。关中地区形势险固, 土壤肥

周礼 时, 对学生说:

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 2]

,实

沃, 田畴交错, 河流纵横。早在秦代, 关中地区就被

际上是赞叹 礼乐 文化的 人文化成 作用。所以,

称为 天府 。!战国策 ∀ 秦策一#说: 关中地区 田

以!论语#为起点的儒家文化, 它的根基实际上在长

肥美, 民殷富, 战车万乘, 奋击百万, 沃野千里, 蓄积

安。所谓的鲁文化, 实际上是长安文化的转载。这

饶多, 地势形便, 此所谓天府。

[ 1]

从时间上讲, 长安

一点, 毋庸置疑。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上古时代, 传说中的炎

从诗歌方面看, 长安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

帝和黄帝就主要活动在这个区域。嗣后, 他们的子

祥地, 而且在长安这块古老而充满活力的文化沃土

收稿日期: 2010 04 12
作者简介: 杨恩成 ( 1944 ), 男, 陕西长安人,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第 12卷

2010年

第 3期

中孕育了中国诗歌文化传统。长安到处是诗。这不

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 6] 张籍 的 !送新罗

仅因为它是十三个王朝的建都之地, 更重要的是, 当

使#: 万里为朝使, 离家今几年。应知旧行路, 却上

长安作为自西周以来多个王朝的传统建都之地在宋

远归船。夜泊避蛟窟, 朝烦求岛泉。悠悠到乡国, 还

以后被汴京 ( 开封 ) 、
大都 (北京的前身 ) 以及北京所

望海西天。 [ 7] 李益的!送归中丞使新罗册立弔祭 #:

替代后, 这块得天独厚的人文地域环境中所形成的

东望扶桑日, 何年是到时。片帆通雨露, 积水隔华

帝都文化 在后世人们的心目中依然占有无比崇

夷。浩渺风来远, 虚明鸟去迟。长波静云月, 孤岛宿

高的地位。比如赵匡胤通过军事政变推翻了后周政

旌旗。别叶传秋意, 回潮动客思。沧溟无旧路, 何处

权, 把国都定在汴京。但他觉得汴京地处平原, 一望

问前期。 [ 7]

无际, 没有关隘可守, 曾打算 迁都 。起初打算迁
都洛阳, 后来改变了主意, 说:

欲据山河之险而去

冗兵 , 应当 循周、
汉故事, 久当迁长安。

[ 3]

赵匡胤

就是看中了长安地区所占据的山河形胜。后来由于

在西亚, 也同样留下了长安文化传播的历史足
迹。杜环在天宝末年所撰写的 !经行记 #中就记载
了长安人樊淑、
刘泚在大食国 ( 今阿拉伯地区 ) 传播
织络技术; 河东人乐阫、
吕礼驯化骆驼驾车等 [ 18] 。

大臣们的反对, 此事不了了之。

二、
唐诗中的长安

明初也是如此。当年朱元璋在匆忙之中称帝,
建都金陵。但把他的第三个儿子朱樉封为秦王, 而
且修建了至今仍保存完好的西安 明城 。后来, 有

在历代文人歌咏长安的诗歌中, 唐代文人则独

人对朱元璋说, 江南虽是形胜之地, 但如果不坐镇西

领风骚。长安作为华夏 诗都 , 是以!诗经 #为源头

北, 仍是半壁江山。朱元璋犹豫再三后下谕:

天下

的。 !诗经 #中的 风 、 雅 、 颂 , 涉及到周王室

, 并派懿文太子到长安考

在关中的所有活动。尤其是 !秦风 #, 反映了当时关

察, 打算把都城迁往长安, 重新恢复 长安的帝都地

中地区的社会生活风貌。!诗经 #中那篇千古传诵

位。但由于皇太子的突然去世, 事情无果而终。所

的压卷之作!关雎#, 它的诞生地就在今天关中地区

以, 唐代诗人杜甫在著名的 !秋兴八首 #中就说

回

的渭南市合阳县。中国古典诗歌所具有的 温柔敦

, 高度概括了处

厚, 怨而不怒 的艺术精神以及 赋 、 比 、 兴 的

山川, 惟秦中号为险固

[ 4]

首可怜歌舞地, 秦中自古帝王州

[ 5]

于三秦腹地的长安在历史上的帝都地位。

抒情方式都是以 !诗经#为楷模的。在中国文化思

在长安这块文化沃土中所孕育起来的长安文化

想史上, 道家思想是中国的本源文化思想之一。而

以及在这块土地上所演绎的无数次的盛衰更替所形

这一思想又是老子入关中、
并在现在长安城南的终

成的历史文化积淀, 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人。长安

南山下设坛讲 !道德经 #后形成为一套完整的认知

作为帝都, 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不已的题材。长

体系。因而, 长安又成为中国道家思想以及道教的

安成为中国 帝都文化 的象征。明朝有个叫蒋一

渊薮。这在唐代文人歌咏长安的诗歌中占有非常醒

葵的人, 他写了一部关于北京城地理沿革的书, 书名

目的地位。

( 一 )唐诗中的长安历史文化遗存

却是!长安客话#。在 后长安文化 时期, 长安依旧
成为文人们时常歌咏的对象。

在唐代文人咏长安的题材中, 首先是对长安所

值得指出的是, 长安文化在唐代所呈现出的特

拥有的丰厚历史文化遗存反复歌咏。当周王室东迁

有的开放性、
融合性特征, 使得长安文化对周边的邻

洛邑 ( 今河南洛阳 ) 后, 颓圮的丰镐都城遗址给后世

邦产生了巨大影响。唐朝的东邻日本、
新罗和唐王

留下了数千年的 黍离之悲 。秦始皇包举宇内, 扫

朝的交往十分密切。唐代许多诗人用他们的诗笔记

灭天下群雄, 一统华夏,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

载了唐王朝与友邻的 交往。其中反 映唐王朝与日

一统的封建王朝。其雄豪气概, 辉煌一时。诗人李

本、
新罗友好往来的诗 篇最为著名。像王维的 !送

白对此曾发出由衷的赞叹:

秘书晁监 还日本国 #:

哉!

积水不 可极, 安知沧 海东。

[ 6]

秦王扫六合, 虎视何雄

但秦王朝的建都之地恰恰是在以礼仪为治国

九州何处远? 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 归帆但信

之本的 周王朝 都城附 近。而 秦王朝 所崇尚 的 法

风。鳌身映天黑, 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 主人孤

制 与人们久已习惯的 礼治 相冲突, 加上秦始皇

李白的 !哭晁

又推行文化专制, 实施 焚书坑儒 , 引发了中国文

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

化史的第一场灾难; 同时又大兴土木, 劳民伤财, 所

岛中。别离方异域, 音信若为通。
卿衡#:

[ 14]

7

杨恩成: 长安文化和唐诗中以长安为主题的诗
以不管是史学家, 还是诗人对此又大加挞伐。还是

文人所关注的话 题多集中 在对 仁政 的 歌颂、
对

那个李白, 在肯定秦始皇历史功绩的同时, 又指责他

暴政 的批评以及对 士人 不幸命运的咏叹。尤

刑徒七十万, 起土骊 山偎 。所以, 当秦王朝传至

其是司马相如、
扬雄、
王昭君、
贾谊等历史人物已经

二世, 就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秦王朝也很快土

被后代文人, 特别是唐代文人异化为失意文人倾吐

崩瓦解, 于是便有了诗人章碣的幸灾乐祸:

内心积怨的载体, 而它的本源性意象则被明显地弱

竹帛烟

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 刘项
[ 7]

化成一个历史的躯壳了。比如李商隐的 !汉宫词 #:

至于那座横 跨渭水、 覆压三百余

青雀西飞竟不回, 君王长在集灵台。侍臣 最有相

里 的阿房宫更成为关注民生疾苦的文人批评封建

如渴, 不赐金茎露一杯。 [ 11] 作者自比司马相如, 叹

帝王劳民伤财的 形象工程 。一千多年后, 苏轼还

息皇帝根本不体谅自己的艰难处境。

原来不读书。

要感慨 地 说:

辛 苦 骊 山山 下 土, 阿 房 才 废 又 华

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 随着以长安为地域载

这又把唐玄宗和秦始皇连在一起予以批评。

体的 帝都 的东移、
南迁, 佛教文 化乘机填补了北

和苏轼相比, 唐代诗人的文化视野显得更为开

方地区的文化空白, 使得长安文化中佛教文化色彩

阔。他们除了批评秦始皇的暴政, 对他的大一统功

明显地得到了发展。到了唐代, 由于文化思想的开

绩也没有否定。他们在歌颂秦王朝的诗篇中, 常常

放, 佛教八大宗派在古都长安都有自己的寺院。尤

出现 车同轨, 书同文 这样的词句。而 车同轨, 书

其是鸠摩罗什在长安近郊建立草堂寺以后, 佛教在

同文 正是秦始皇大一统的施政方针之一。汉武帝

长安生根开花, 先后出现了法门寺、
大慈恩寺、
兴教

被毛泽东评价为 略输文采 的帝王, 很显然是说他

寺、
香积寺、
兴善寺、
青龙寺等著名佛教寺院, 并在佛

在文化建树上成就不高。但是, 耸立在汉长安城中

门享有崇高声誉。佛教文化的繁荣, 给唐代诗歌的

建章宫里的 金铜仙人 既是他事业辉煌的象征, 又

发展提供了新的艺术思维领域, 这在唐代文人吟咏

是人们讥笑他沉溺道家长生术的笑料。连追求长生

长安的诗篇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清。

[ 8]

中天或有长生药, 地上能无

翻开 !全唐诗 #可以发 现: 唐代诗人中, 很少有

因此, 中 国思想史上常常说汉武帝 罢

诗人在诗中不涉及佛门和道观的。对宗教文化的认

黜百家, 独尊儒术 , 这是不确切的。因为汉武帝特

同, 可以使诗人获得暂时的心灵慰藉, 道观和寺院成

别尊崇道家的长生术, 最起码他没有 罢黜 道家思

为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乐土, 汲汲于世俗名利的诗人

想。而且, 在中国文化史上,

道家 这一称谓恰恰

在这里摇身一变, 成为超凡脱俗的雅士和高人。长

是在汉武帝时才有的。未央宫里的 竹宫 以及他

期以来, 有一种观点颇为流行: 唐代开放的文化环境

所建造的 九华帐 就是为了迎接神仙。汉武帝是

使得佛、
道成为唐代诗人文化思想或文化人格的重

的白居易都不得不说:
不死人?

[ 9]

文景之治 之后把汉王朝推向全盛的帝王。而文
景之治的取得, 恰恰是文帝、
景帝奉行 黄老之术

要因子, 甚至用宗教的义理去阐释诗人的一些作品,
把抽象的禅理式的宗教思维和诗歌创作过程中诗人

的结果。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继承皇位的汉武帝不

收视返听 的形象思维混为一谈。这是一个误区。

可能听信一 介书生 董仲舒 的建议 而改变 祖宗 家

其实, 唐代文人把接触宗教看作是一种文化时

法 。所谓的 独尊儒术 只不过是儒生为了抬高自

髦。韩愈不同意唐宪宗迎取法门寺的佛骨, 并向唐

己社会地位而表达的一种愿望罢了。尤其是汉武帝

宪宗上了 !谏迎佛骨表#。于是韩 愈就被人认为是

在位时, 开凿了 烟水浩淼, 周回四十余里

[ 10]

的昆

反佛 的。这值得怀疑,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 佛寺

明池, 显示了大汉王朝雄霸之气。史料记载, 汉武帝

又是韩愈经常光顾的地方, 而且还留下了不少诗, 如

开凿昆明池是为了训练水军。可是, 我们在文献记

!山石#、
!谒衡岳庙 #等, 其中既有对佛教绘画的赞

载上看到的昆明池则是帝王的游乐场所。

许, 又有对佛理的认同, 甚至借佛理来安顿失落的心

随着历史的变迁, 当后世文人徜徉于昆明池畔

灵。宋代的苏辙就说过:
[ 12]

夫多病则与学道者宜, 多

时, 昆明池就成了人们追怀盛世、
叹惋人世沧桑的文

难则与学禅者宜。

化遗存。最有名的就是杜甫在 !秋兴八首 #中所吟

题材的诗歌中会留下许多和寺僧、
道士打交道的诗

唱的:

这就是唐代 诗人在以长安为

昆明池水汉时功, 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

篇的重要原因。另外, 有些家境贫寒的举子在准备

丝虚夜月, 石鲸鳞甲动秋风。波漂菰米沉云黑, 露冷

进士考试前, 多寄身寺院准备功课。开元时期郑虔

莲房坠粉红。关塞萧条惟鸟道, 江湖满地一渔翁。

的诗、
书、
画被唐玄宗誉为 三绝 , 特别是他的书法

在历代咏长安的诗歌中, 关于秦、
汉这段历史, 唐代

功底, 就是在长安城南大慈恩寺里用柿树叶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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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文化 领域的开放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和发

烈、
喧闹的场景 [ 5] , 然后又对杨氏家族的专横跋扈予

展, 也拓宽了诗人咏长安的领域。大一统的政治格

以揭露。仅仅从节庆风俗的角度看, 唐代上巳节时

局和人文环境使得唐人咏长安的诗歌呈现出新的风

曲江池和芙蓉苑的那种热烈与繁华是其他朝代所无

貌。唐太宗的 !帝京篇十首 #开创了唐人咏长安的

法企及的。

新局面。大明宫作为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和皇权的象
征, 成为唐代诗人歌咏 的圣殿。尤其是大量的 奉

( 二 )唐诗中的长安情怀
作为京城, 长安是所有唐代诗人追求人生理想、

和 诗、 应制 诗把对皇权和帝都的歌颂推到了至

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圣地。在唐代文人歌咏长安的

高无上的地位。从唐长安城宫城、
皇宫的主要宫殿

诗篇中, 这类题材占据着极其重要地位。他们怀着

和宫门的命名取义看, 也具有明显的道家文化色彩

对人生的美好憧憬来到长安, 但不可避免地经受了

和皇权至上意识。例如宫城正门取名 承天门 , 宫

困守科场、
旅食京华、
饱受人生的酸涩与凄楚。像李

城的正殿取名 太极殿 , 将道家思想和皇权意识融

嘉佑所写的:

合在一起。 !易 ∀ 系辞上#:

年年下第东归去, 羞见长安旧主人。 [ 7]

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 13] 把皇权视为天地本
原。在太极殿北面, 又有太极门、
两仪殿、
甘露殿、
鹤
羽殿。而且这一组殿、
门正处于宫城的中轴线上, 形
成一种以道家思想为载体的皇权中心格局。大明宫
的建筑格局也是如此。在其正门丹凤门之北的中轴
线上依次是含元殿、
宣政 殿、
紫宸殿、
蓬 莱殿。 4座
主建筑中, 有 3座和道家文化密切相关。唐长安城
的宫城和皇城的这一文化格局, 对唐代以后的历代
皇宫建筑布局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唐代诗人以长安为题材的诗歌中, 除去诗人迎
合帝王嗜好的谀辞外, 凸显出的则是封建知识分子
对皇权的敬畏和依赖。王维的 !和贾舍人早朝大明
宫 #, 写于安史之乱中。这时, 唐王朝刚刚收复长安
不久。可是, 诗中的 九天阊阖开宫殿, 万国衣冠拜
冕旒

[ 14]

这一联诗映现在读者脑海中的则是皇宫的

客里愁多不 记春, 莺闻始叹柳条 新。

钱起虽然名列 大历十才子 , 但也同样遭受过
落第的痛苦。他有一首 !长安落第 #诗写得很伤感:
花繁柳暗九门深, 对饮悲歌泪满襟。数日 莺花皆
落羽, 一回春至一伤心。 [ 7]
在长安求仕的诗人中, 人们常常会想起杜甫的
这几句诗:

朝叩 富儿门, 暮 随肥马 尘。 残杯与 冷

炙, 到处添悲辛。 [ 5] 这是他写给尚书省左丞韦济的
诗。仅从诗句上看, 杜甫的境遇确实很糟糕。其实,
杜甫是在叙述他的 干 谒 经历。所谓 朝叩 富儿
门, 暮随肥马尘 都是他和上流社 会或者贵公子们
打交道。由于毫无结果, 所以他就有意夸大自己的
困境, 以便引起韦济的关注, 并不是说他已经穷困到
沿街乞讨的地步 [ 15] 。
唐代诗人在求仕过程中真正穷困潦倒到衣食无

无比辉煌和威严, 根本看不出长安城遭受安史叛军

着的, 要数贾岛。诗人王建有 一首 !寄贾 岛#诗, 描

破坏的任何迹象, 而稍前的杜甫所写的 国破山河

写了贾岛的困苦境遇:

在, 城春草木深 似乎成为遥远的记忆。

似君稀。僮眠冷榻朝犹卧, 驴放秋田夜不归。傍暖

以 奉和 、 应制 为题的咏长安诗, 为我们展
现了当时丰富多彩宫廷生活画面。比如宫廷中举行

尽日吟诗坐忍饥, 万人中觅

旋收新落叶, 觉寒犹著旧生衣。曲江池畔时时到, 为
爱鸬鹚雨后飞。 [ 7]

的民俗与民间信仰的庆祝活动, 为我们了解中华传

作为中唐时期 苦吟诗派 的代表诗人, 贾岛的

统节庆留下了非常直观而又多彩的文学记忆。诗人

诗以境界凄清枯寂著称诗坛。他的日常生活也非常

对除夕守岁、
元日献寿、
元夜观灯、
上巳修禊、
寒食新

穷困。就像王建所写的那样: 不要说他自己忍饥挨

火、
清明祭祖、
七夕乞巧、
中秋赏月、
重九登高、
腊日

饿, 就连他养的驴 子也因为没有 草料, 只好 放到野

祭祀的反复歌咏, 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国封建社会

外, 让驴子自己觅食。

全盛时期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

所以, 一旦当这些士子们考中了进士, 也很少有

在 岁时节庆 类的诗歌中, 以帝王和达官贵人

人像孟郊 那 样 春风 得 意马 蹄疾, 一日 看 尽长 安

为主体的上巳节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反映了唐

花 , 表现出少有的张狂和忘乎所以, 更多的诗人则

人追求人 与自然和 谐的 天人 合一 的文化 理念。

是陷入 了对 痛苦 人生 的回忆。就像 岑参 所说 的:

这种理念又把民俗节庆活动上升到追求社会和谐的

自怜无旧业, 不敢耻微官。 因为 祖上没有留下产

高度。因此, 杜甫在!丽人行 #中先从民间信仰的角

业, 所以哪怕是卑微的小官, 自己也不敢推辞。这比

度描绘、
渲染了长安城南、
曲江池畔上巳节这一天热

起杜甫 自断此生休问天, 杜曲幸有桑麻田 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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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恩成: 长安文化和唐诗中以长安为主题的诗
安慰来, 显 得更加无可奈何。所以, 自信、自负、
失

治 与 乱 的思考。虽然格调低沉, 却不失悲壮与

落、
惆怅、
宦途淹蹇, 成为唐代文人以长安为背景抒

沉雄, 尤其是在指责权臣的同时也不放过对皇帝的

写人生种种阅历的主题倾向。

委婉批评。特别是长安城东的华清宫在唐代诗人笔
下反复出现。这座行宫, 既显示了开元之治的辉煌

( 三 ) 唐诗中的长安园林别业
与文人的困窘相反, 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促进
了私人园林别业在长安城周边的发展, 从而形成了

气象, 又见证了唐王朝从繁荣走向衰落的历史。
当开元盛世成为历史的记忆后, 唐代诗人以华

京城长安特有的园林别业文化。上到王公贵戚, 下

清宫为题材, 从不同的角度对 那段历史进行反 思。

到文人士子, 成为徜徉于园林别业中的主体。尤其

一是写历经战乱之后华清宫的荒凉破败景象, 像耿

是一些王公贵族, 其园林别业规模之大、
景致之美,

湋的 !晚次昭应 #:

可谓名冠京华。其中最为显赫的当数太平公主的私

蔓古渠, 牛羊下荒塜。骊宫户久闭, 温谷泉长涌。为

人园林。沈佺期有一首 !陪幸太平公主南庄 #:

问全盛时, 何人最荣宠?

主

落日向林路, 东风吹麦垅。藤草

[ 7]

二是写唐玄宗晚年的奢

第山门起灞川, 宸游风景入初年。凤凰楼下交天仗,

侈生活, 像张继的 !华清宫 #:

乌鹊桥头敞御筵。往往花间逢彩石, 时时竹里见红

清宫殿郁嵯峨。朝元阁峻临秦岭, 羯鼓楼高俯渭河。

泉。今朝扈跸平阳馆, 不羡乘槎云汉边。 沈佺期是
高宗武后时代著名的宫廷御用文人。在他的笔下,
丝毫看不出隐藏在皇族园林中的政治欲望。倒是后
来的韩愈在他的 !游太平公主山庄#诗中对此作了
直露的揭示:

公主当年欲占春, 故 将台榭压城闉。

欲知前面花多少, 直到南山不属人。 太平公主想继
承武则天当女皇。但 武则天几经权 衡之后没有答
应。当李隆基剿灭太平公主集团、
还政于中宗以后,
太平公主山庄也被收归 国有 。所以, 韩愈后来才
有可能游览于其中。
而游谒于权贵之门的文人士子们也不失时机地
把达官贵人园林别业作为吟诵的对象。东起华山,
西到太白山, 秦岭北麓的沟壑溪畔, 山水林泉, 处处
都留下了他们在山林的萧散身影。在那里, 他们通
过自我调节而获取人生的惬意, 以忘却暂时的烦恼。

( 四 ) 唐诗中的长安山水形胜

天宝承平奈乐何, 华

玉树长飘云外曲, 霓裳闲舞月中歌。只今唯有温泉
水, 呜咽声中感慨多。 张继显然把 霓裳羽衣曲 和
南朝陈后主的 亡国之音 !玉树后庭 花 #相提并 论。
所以, 当他看到今日华清宫的荒凉景象时, 觉得那从
地下汩汩而出的温泉水发出的是令人感慨的呜咽之
声。三是直接批评唐玄宗, 像李约的 !过华清宫 #:
君王游乐万机轻, 一曲霓裳四海兵。玉辇 升天人
已尽, 故宫犹有树长生。 [ 7] 李约是唐王朝的宗 室。
作为 自家人 , 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唐玄宗沉溺于游
乐, 而把天下大事不当一回事。作者特别举出那首
经唐玄宗加工而成的!霓裳羽衣曲#, 并认为这是导
致天下大乱的根源。其看法未必完全正确, 因为唐
太宗早就说过 乐无哀乐 , 这反映了唐人对帝王沉
溺于歌舞的警觉与反省。
和华清宫齐名的兴庆宫既是 唐玄宗的发迹之
地, 又是他晚年的囚宫。唐玄宗时期, 兴庆宫的地位
仅次于大明宫。有关国计民生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

同园林别业文化相适应, 唐代诗人在咏长安的

在这里决定的。同华清宫一样, 兴庆宫也见证了唐

诗歌中, 有大量诗篇吟咏长安的江山形胜的。如终

王朝的兴衰更替。唐人诗歌中, 以长安为主题的作

南山、
太白山以及泾水、
渭水、
灞水、
浐水等, 不仅给

品中, 歌咏兴庆宫的诗歌也是为数不少。唐王朝全

诗人们提供了流连忘返的休憩场所, 也给他们为求

盛时期的兴庆宫在诗人笔下给人们留下了繁荣和谐

取功名而 走 终南捷径 创造了优 越的自然 环境。

的美感。像王维的 !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

即便是没有人生烦恼, 诗兴也未必就 全在书斋里。

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 #:

晚唐有个名叫郑綮的官员参加一次聚会, 大家要他

旧绕汉宫斜。銮舆 迥出千门柳, 阁道回看上苑 花。

即席吟诗, 他却说: 诗思在灞桥风雪驴子上。 [ 16]

云里帝城双凤阙, 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

渭水自萦秦塞曲, 黄山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十月爆发的安史之乱, 使唐

令, 不是宸游玩物华。[ 7] 唐玄宗和文武百官从大明

王朝从空前繁荣的顶点跌落下来, 使天下承平四十

宫出发到兴庆宫去的路上, 诗兴大发, 让官员们即兴

多年的风流天子唐玄 宗成为诗人关注 的焦点。当

赋诗。王维奉命写了这首 诗。 云里帝城双凤 阙,

安史之乱 被平定以后, 从恶梦中醒来的诗人使咏

雨中春树万人家。 在诗人笔下, 整个京城长安春意

长安的诗歌发生了主题上的明显变化。诗人们陷入

融融, 尤其是皇权具有受命于天的威严。所以, 尽管

了迷惘与憧憬同时存在的困境。他们把目光转向对

这是一次 赏春 活动, 但是 王维把它 描绘成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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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 而动, 目的在于昭示天下风调雨

裳花想容, 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现, 会向

顺, 人们也应该不失时机地把握好农时, 获取五谷丰

瑶台月下逢。 其二: 一枝秾艳露凝香, 云雨巫山枉

登。虽然是一首即兴之作, 但是反映出帝都文化中

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 可怜飞燕倚新妆。 其三:

乘着阳气

对 天人合一 思想的认同, 其外在表现是唐代帝王

名花倾国两相欢, 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 春风无

对上天的崇拜。祭天, 成为朝廷的 三大礼 之一。

限意, 沉香亭北倚栏杆。 [ 6] 唐玄宗看了, 非常高兴,

这种祭祀活动有时皇帝亲临现场, 有时委托朝廷要

马上让著名歌唱家李龟年谱曲演唱。

员代为祭奠, 而且极其隆重。诗人杜甫在长安苦苦

这 3首诗写牡丹花的诗, 充满了华贵、
香艳的宫

奔走了十年, 都没有实现他步入仕途的愿望。最后,

廷气息。这 3首诗前后关联, 形成组诗。作者写道:

他下定决心, 给唐玄宗上了 !三大礼赋 #, 终于获得

看见绚丽多姿的牡丹花, 就让人联想到天上的五彩

了一个 太子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事 的微官。与其

云霞; 尤其是牡丹花瓣上那晶莹欲滴的露珠, 更衬托

说是他的文采打动了唐玄宗, 还不如说是他把握住

出花的妩媚娇艳, 简直就像风情万种的美人! 这样

了朝廷行将举行 三大礼 这个最好的时机, 因而才

的花, 只有在神仙住的群玉山, 或者是在瑶台才能见

得以步入仕途。

到。人们都说巫山神女让楚怀王神魂颠倒, 但和兴

对天的崇拜, 实际上是皇权崇拜的另一种表现

庆宫的牡丹相比, 巫山神女就不值一提! 如果一定

形式。唐代皇帝一般不 称 真龙天子 , 而 是称 天

要把牡丹花和天下的美人相比的话, 只有汉成帝的

子 。龙仅是一个祥瑞的象征。尽管兴庆宫中的湖

皇后赵飞燕最合适。在诗中, 李白把牡丹花比作汉

是涌出来的地下水形成的, 但因为唐玄宗为王子时

成帝宠爱的 赵飞燕。诗中的 名 花 , 当 然指 牡丹

曾和他的 2个哥哥、2 个弟弟居住于此, 人称 五王

花, 那么,

宅 。他登基后, 他的 4个兄弟 搬出去另找地方居

但是, 如果把这个故事和李白写诗的诗坛轶事联系

住。此湖也就被称 为 龙庆池 , 简称龙 池。所以,

起来, 就会发现: 这个 诗坛佳 话 其实 很不可 靠!

在长安文化中, 除了鸾、
凤崇拜, 又出现了龙崇拜。

晚年的唐玄宗确实是个名副其实的风流天子。除了

大明宫含元殿前东、
西有 2座阙楼, 东面 1座称翔鸾

杨贵妃, 还有一个妃子江采萍, 即梅妃。据说当时宫

阁, 西面 1座称栖凤阁。兴庆宫中, 除了龙池, 还在

中就流传着 环肥梅瘦 的说法。杨玉环胖, 这是人

其南建有 龙坛 、 龙堂 。唐人对鸾、
凤、
龙的崇

所共知的。梅妃瘦, 也不容置疑。 2个人一胖一瘦,

拜, 已经不同于史前的原始图腾崇拜, 而是体现了中

对比明显。李白在诗中说:

国传统文化中对祥瑞的祈求, 也反映了长安文化在

怜飞燕倚新妆。 意思很明显: 那牡丹花就像可爱的

其高涨期所呈现出的特有的民族特征和追求人与自

赵飞燕刚换上新装。 名花 、 倾国 显然是把牡丹

然和谐的时代风貌。这是中华文化不同于其他民族

花和绝代佳人相提并论。而且这个绝代美人可以和

文化之所在。而唐玄 宗在兴庆宫修 建的勤政务本

赵飞燕媲美, 显然是说这位绝代佳人体形较瘦。梅

楼, 足以证明他早期励精图治的政治态度。

妃就因瘦而出名, 梅妃也深受唐玄宗宠爱, 专门让画

提起兴庆宫, 人们常常会想到唐玄宗和杨贵妃

倾国 指谁 呢? 历 来都认 为是 杨贵 妃。

借 问汉宫谁得似? 可

工给梅妃画了像。梅妃死后, 唐玄宗还经常对着梅

在沉香亭上赏牡丹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宋代计有

妃的画像发呆, 并且写了一首!题梅妃画真 #:

功的!唐诗纪事 #: 每当阳春三月的时候, 兴庆宫里

娇妃在紫宸, 铅华不御得天真。霜绡虽似当时态, 争

牡丹花盛开。唐玄宗和杨贵妃登上兴庆宫中的沉香

奈娇波不顾人。 [ 17] 因为李白把 倾国 比作因瘦而

亭。对妃子, 赏名花, 岂能没有歌舞丝竹助兴, 旧歌

出名的赵飞燕, 所以陪唐玄宗赏牡丹花的应该是梅

听腻了, 于是派人去找李白来作新词。高力士满大

妃, 而不是杨贵妃。李白的诗向来以比喻、
夸张著

街找了半天, 才在长安城内的一座酒楼上找到了李

称! 绝不可能把体态较胖的杨贵妃比作体态轻盈、

白。谁知他喝得烂醉, 摇摇晃晃地跟着高力士进了

能做掌上舞的赵飞燕! 还有一点, 说李白在喝醉酒

兴庆宫。杜甫在诗中 就曾描绘了李白的醉态:

天

的情况下被召进兴庆宫, 写了 !清平调三首 #, 给皇

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常常自称酒

帝和杨贵妃助兴。这也不符合李白和杨贵妃的人生

仙, 但在皇帝面前还是规规矩矩地称臣。可见, 就是

经历。天宝元年, 李白经著名道士吴筠的推荐, 到了

神仙, 到了尘凡世界, 也不能不放下神仙的架子对皇

长安。玄宗召见后, 就让李白 待诏翰林 。天宝三

帝俯首称臣了! 李白毕竟是才华横溢的诗人, 乘着

年十月前后, 李白被 赐金放还 , 离开了长 安。而

酒兴, 给唐玄宗呈上 3首 !清平调 #。其一:

唐玄宗召见杨玉环是在开元二十八年十月, 并随即

云想衣

忆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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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杨玉环做了女道士, 住在皇宫中的太真观。不

的鲜明文化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

过, 2个人还没有公开来往, 只能暗中来往。宫中只

唐诗的写实精神在以长安为主题的诗中占据了

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件事。尽管皇权至高无上, 但在

主导地位。这反映了长安作为 帝京 成为唐代诗

唐玄宗和杨玉环的关系还没有公开之前, 唐玄宗是

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起点。他们以写实精神展示

不可能带着杨玉环到兴庆宫去赏牡丹。直到天宝四

自己的为国家社稷而出仕的人格, 同时也为社会所

年八月初六, 杨玉环才被册封为贵妃。这时 2 个人

存在的 各种不 合理现 象而担 忧。像 杜甫的 !兵车

的关系才正式公开了, 当然也就可以在大庭广众之

行#、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
白居易的 !卖炭

下露面了, 而这时李白早已离开长安。根据李白的

翁#、
!观刈麦#、
!杜陵叟 #、
!秦中吟 #、
李商隐的!行

经历, 这次离开长安后, 他再也没有进京, 也就不可

次西郊一百韵 #、
韦庄的 !秦妇 吟#等。这种写实精

能有被召进兴庆宫写诗的 事情了

。计有功编辑

神具有承前启后的传承特征。所有这一切, 都反映

[ 18]

!唐诗纪事#, 只是说 妃子从 , 并没有说那个妃子

了长安文化在四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不断吸

就是杨贵妃。后人不加思考, 就认为那 妃子 是杨

收、
融汇不同民族的文化, 具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宽容

贵妃。结果造成以讹传讹。

性。这也是唐代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

安史之乱 以后, 唐王 朝的国 势开始 走下坡
路。兴庆宫也失去了唐王朝繁荣时期的辉煌。诗人
们面对兴庆宫, 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比如戎
昱的!秋望兴庆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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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 an culture and peotry centered around
Chang an in Tang peotry
YANG En cheng
( Schoo l of Chinese L anguage and L iteratu re, Shaanx i Norm al Un iversity,
X i an 710062, Shaanx,i Chin a)
Abstract: Chang an cu lture gestates the ethos of Ch in ese people s grow th and positive att itude. Its
cohesiv e force, em ot io na l appea l and hum an istic im plicatio n have great influ ence on the reg io na l cu lture.
The cu ltural deposit from the histo ria l ups and downs due to the cultu re have attracted m any scho lars in
the history. As the cap itals of m any dynasties, quite a lo t of scho lars produced great quantity of w orks
here. In the T ang Dynasty, the peom s from poetsw ere rich in both contents and styles and they fu lly dis
p lay its peculiar sources, lo ng h istory and historica l traditio n.
K ey w ords: Chang an; Chang an cu lture; cap ita l cultu re; T ang peom

( 上接第 5页 )

Characteristics of over region and significance
of over tim e of Q in culture
WANG Z i jin
( Schoo l o f Chinese L iterature, Peop le s Un iv ersity of Ch in a, B eijing 100872, Ch in a)
Abstract: T h is paper observes th e influ ence o f Q in cu lture from bo th space and tim e. T he analysis
show s tha t Q in cu lture has not on ly its reg iona l im plicat io n, but also triba l cu ltural characteristics. B e
sid es, as a politica l and cu ltural fo rm tha,t Q in culture, w hich is g reat ly in fluenced by lega lists, can be
taken as the m ain culture in Q in Dynasty, and is also an act iv e sym bol o f cu ltural sty le. W hen the sign ifi
cance of Q in culture is summ aried, such features can be found: crea tiv e ideas, progressive spiri,t open
ing m in d, practical sense and techn ica l pursu i.t T hese features can be also ca lled hero ism

and sc ie n

t ific spirit . T herefo re, it is necessary to know th ese and to be pa id attention to.
K ey w ords: Q in cultu re; regional cu lture; hero ism; sc ientific sp 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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