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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及其特色

——以“九华四俊"为例

罗芳芳，方胜
(安徽理工大学人文社科部，安徽淮南232001)

摘 要：晚唐边境战争频繁，众多诗人喜欢前往边疆游历，面对边境战争中唐王朝胜少败多的局面，他

们给予了高度关注，留下了大量边塞题材的诗作。在“九华四俊”的作品中边塞诗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将这

些作品放到晚唐社会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分析。对于揭示晚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及特色都别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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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唐代边塞诗，人们多聚焦于高适、岑参和

王昌龄等创作的盛唐边塞诗。毫无疑问。盛唐是边

塞诗创作最繁荣、成就最突出的时期；至于晚唐边

塞诗，学术界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

“晚唐边塞诗随着文运、世运而日渐衰落”。m也有
学者认为唐代后期边塞诗创作依然繁荣。溯诚
如董乃斌先生所论：“如果以安史之乱为界划分唐

代的前后期，那么后期(中晚唐)边塞诗的数量绝不

少于前期(初盛唐)。”刚。晚唐边塞诗不仅数量极多，

而且也有诸多优秀之作；但众所周知，晚唐时期，唐

王朝国力渐衰、边疆虚弱，甚至边防线不断内敛，与

盛唐已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边塞题材还会引起众

多诗人的关注．并且创作了如此众多的边塞诗呢?

。九华四俊”的经历在晚唐诗人中具有着一定的典

型性，不妨以此为例来谈谈这个问题，对于揭示晚

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及特色也许别有意义。

首先。。九华四俊”何许入也?清代徐松《登科记

考>卷二十三据《永乐大典>所引<池州府志>曰：“张

乔，字伯迁。时李频以参军主试，乔及许棠、张婧、周

繇皆华人。时号‘九华四俊’。”嗍这段叙述简洁而

不失周全。既指出了“九华四俊”确切所指，又说明

了此称呼得名的原因和时间——唐代科举考试中

有一种现象“以京兆为荣美，同、华为利市”，咿京兆

府贡举的士人及第的可能性最大。故士人多奔赴其

地以求荐举，京兆府参军李频成通十一年(870)主

持了京兆府试，在当年荐举的12人中，有4人都来

自相对偏远的九华山周边地区(时属宣歙道)，格外

引入注目。时人赞誉他们为“九华四俊”。四人现存

诗歌共约450首，其中有不少边塞题材的作品，而

且颇具特色。

其次，边塞诗的涵义如何?总体来说，。是以边

塞风光和军民生活为题材的诗歌”，嘲1花其内容(包

括产生的地域和诗人的生活经历)有狭义和广义之

分。嘲嘲广义的划分方法即：“举凡从军出塞。保土

卫边，民族交往，塞上风情；或抒报国壮志，或发反

战呼声，或借咏史以寄意，或记现世之事件；上自军

事、政治、经济、文化．下及朋友之情、夫妇之爱、生

离之痛、死别之悲，只要与边塞生活相关的，统统可

归于边塞诗之列。”f州5以此尺度来衡量，。九华四
俊”边塞诗的数量可观．张乔10首、张嫱18首、许

棠18首、周繇2首．占他们共存诗的10％以上，而

且他们还有一些诗歌，如许棠的《寄江上弟妹>、《投

徐端公>、<献独孤尚书>等，基本上可以肯定作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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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但既没有涉及边事，也没有描写边塞风光，完全

是寄友怀亲、干谒求援之作，这些尚未统计在内。他

们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边塞诗呢?这不仅与晚唐

诗人喜爱边塞题材的创作风气相关，还有更深屡的

原因。

晚唐边境战争频繁，是边塞诗繁荣的根本原因。

虽然晚唐诗人的政治热情有所消退，但他们并非不

关心现实，面对边境战争中唐王朝胜少败多的局面，

多数诗人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哪怕唐军在边境获得

局部的、暂时的胜利，也会让诗人看到希望，毫不吝

啬地高唱赞歌。会昌三年(843)正月，经过李德裕精心

地策划筹谋，大将石雄等大破回鹘乌介部，迎回和藩

的太和公主。很多诗人感此赋诗，如许浑《破北虏太

和公主归宫阙>、李敬方<太和公主还宫>、李频《太

和公主还宫>、刘得仁《马上别单于刘评事>。有追思

往事；有谏评时事；也有赞贺之声。大中二年(848)沙

州伶甘肃敦煌)人张义潮率各族百姓起义，驱逐吐蕃
守将，大中三年失陷多年的秦、原、安乐三州和石门

七关复归唐朝．并相继收复河西陇右十州。诗人们

一面为失地的收复而兴奋．一面又为战争的残酷而

惊心。薛逢《凉州词》：

昨夜蕃兵报国仇。沙州都护破凉州。

黄河九曲令归汉。塞外纵横战血流。o

胜利的喜悦与沉痛的感伤相交织。如张乔<再

书边事>：

万里沙西寇已平。犬羊群外筑空城。

分营夜火烧云远。校猎秋雕掠草轻。

秦将力随胡马竭．蕃河流入汉家清。

羌戎不识干戈老．须贺当时圣主明。

其间有不少歌功颂德之作，但也有一些冷静的

思考，他们意识到唐王朝所取得的胜利主要得助于

吐蕃内乱，非自身的军事力量所致。如张乔《河湟旧

卒>与古诗《十五从军征：》同旨：

少年随将讨河湟。头白时清返故乡。

十万汉军零落尽，独吹边曲向残阳。

其“旧卒”少年从军征讨河湟．直到“头白”时幸

运地遇上“时清”，即河湟收复，才得以归回故乡，似

乎他比“八十始得归”的病翁略微幸运，但那“零落

尽”的十万大军呢?诗中见不到庆幸与喜悦，只有孤

独与悲哀。不论怎样，会昌、大中年间，唐王朝在西

北边境取得的胜利引起了晚唐诗人的密切关注，吸

引了更多诗人前往边塞，激发诗人的创作激情，出

现了很多边塞诗。

晚唐边塞诗较多的另一个原因与众多诗人喜

爱前往边疆游历有关。一方面，可能是受到前辈诗

人的影响。他们对边塞心怀向往之情。无论是“战士

之歌”还是“军幕文士之歌”．嘲1∞盛唐最优秀的边塞

诗大多出自有边塞经历的诗人之手，如岑参、高适，

他们的切身感受，加上诗人卓越的才华．创作了大

量不朽的诗篇。这些盛唐时期的诗作反映了丰富的

边塞生活，有苦有乐，苦中作乐，充满着乐观向上的

浪漫情怀。晚唐时，这些作品广播人口，召唤着诗人

们情不自禁地希望也能前往边塞，体验边疆生活。

况且盛唐时普遍存在着4重边功、尚功名”的社会风

气。相当一部分边疆将领日后都飞黄腾达。这一切

对于困顿举场的晚唐士人而言。也极富吸引力。另

一方面，文入在科举失意后常前往边塞游历，或为

结交权贵求取举荐，或为生计谋得一官半职，“盖唐

制，新及第入，例就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

缘幕府，蹑级进身”，聃无论及第与否，文士都试图
从边塞幕府寻找出路。张乔、许棠、张嫱都曾游历边

塞，周繇生平知之甚少，但从其诗《送边上从事>、

<送入蕃使>来看，也与边将有所交往。许棠《寄江上

弟妹>：

无成归未得，不是不谋归。

垂老登云路，犹胜守钓矶。

大荒身去数。穷海信来稀。

孤立皆难进。非关命独违。

明白道出他前往“大荒”是为了寻找“登云路“，

即是求荐举的。

由于社会、时代和个人因素的共同作用，晚唐

诗人们对边疆的关注程度并不减于盛唐，创作边塞

诗的数量也不少于盛唐。当然，边塞题材在经过盛

唐诗人意气风发、高亢激昂的吟唱之后。到了中晚

唐时在气韵上的确呈现出难以为继的态势；但在反

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晚唐边塞诗也自有

其异于前期的鲜明特色。从“九华四俊”的边塞诗来

看，有些虽然是沿用传统的题材，如描写边塞风光、

反映戍卒劳苦、抒发乡思之情等，但也出现了一些

新的变化。

其一，忧愤深广地批判和揭露。这并非晚唐诗

人新刨的边塞诗题材，对朝廷赏罚不明的不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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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帅邀功嗜战不恤士卒的揭露和对辛勤戍边的战

士的同情一直是边塞诗创作中的重要主题。但不同

的是，盛唐边塞诗总体基调还是高昂的，特别是“军

幕文士”更多的是高唱赞歌；晚唐诗人继承了前人

的。战斗”传统．批判和揭露不再是盛唐人的直白

式，而较为含蓄，显得更为深沉，更启人深思。

与盛唐边塞诗多赞美将军骁勇善战、屡建战功

不同。晚唐诗人更关注士兵的遭遇和命运。以张螭

为例，其《吊万人冢>云：

兵罢淮边客路通，乱鸦来去噪寒空。

可怜白骨攒孤冢。尽为将军觅战功。

战士的万具白骨堆砌为将军的进身之阶。这是

诗人设身处地的感发之言，比曹松《已亥岁>中带有

普遍意义地叙述“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

枯”更震撼人心。<边将>云：

战骨沙中金镟在．贺筵花畔玉蝉新。

由来边卒皆如此．只是君门合杀身。

战死沙场的。边卒”无入掩埋。血肉之躯早巳腐

烂，而致命的。金镞”依然令人发寒，战争虽然取得了

胜利，在布满鲜花美酒的庆功宴上，又有谁还会想起

他们呢?认命吧，自古以来，边卒的命运无不如此!正

如<古战场>所言：。如何万古冤魂在，风雨时闻有战

声。”是否所有立功的将领都能得到封赏呢?其<夏日

题老将林亭>中那位身经百战的老将，“百战功成翻

爱静，侯门渐欲似仙家”．孤独寂寞、门庭冷落，“几人

图在凌烟阁，曾不交锋向塞沙”，别人立功受封，画像

于凌烟阁中(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命画开国功臣长孙

无忌、魏征等二十四人像于凌烟阁)，旧地而自己在

破落的林亭躬耕自给。引发边塞战争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也与统治者的贪婪、好大喜功密不可分。《塞下

曲>中。胡兵来作寇，汉将也封侯”，把汉将封侯与胡

兵作寇联系在一起，颇启人深思。<边情)：

穷荒始得静天骄．又说天兵拟渡辽。

圣主尚嫌蕃界近。将军莫恨汉庭遥。

边境刚刚安宁，新的战争又将开始，“始得二

字，已不知费却何限人死战!又说二字，又不知将费

何限人死战也。”已经无数的士兵战死沙场，不知又

有多少人要为之丧命。。尚嫌”、。莫恨”．“真写尽穷

兵黩武之可恨也。叩1p昀

其二，边境战争取得暂时胜利后的乐观情绪，

也有反恩与建议。如前述，由于吐蕃内乱，晚唐收复

了西北边境的部分失地。诗人们因此得以出塞壮

游，一方面表现硝烟散尽后的荒凉与宁静．另一方

面也透露出诗人内心的隐隐担忧。许棠<成纪书事

二首>(其一)典型地体现出这两种情怀：

东吴远别客西秦。怀旧伤时暗洒巾。

满野多成无主冢。防边半是异乡人。

山河再闭千馀里。城市曾经一百春。

闲与将军议戎事。伊兰犹未绝胡尘。

山河收复固然可喜可贺，但也要时刻提防尚未

绝迹的“胡尘”，更何况当时疆域还是无法与开元盛

世相比，如(其二)：“难问开元向前事，依稀犹认隗嚣

宫。”而张乔<书边事>：

大汉无兵阻．穷边有客游。

蕃情似此水。长愿向南流。

这首就没有前者的卓识远见了．为眼前的安宁

给自己游边带来便利而欣喜，“愿藩人向化，如水向

南流”。l啪将其看作是美好的祝愿更为恰当吧。与

之类似的．还有张竣<蓟北书事>：“署过燕僧出，时

平虏客通。”《登单于台>：。边兵春尽回，独上单于

台。”更是唱起了赞歌，都没有许棠在《塞下二首：}(其

二)。番情终未测，今昔谩言和”中所表现出来的冷静

思考。

其三。丧失热情地客观描写边塞风光，抒发思

乡情怀。盛唐边塞诗中常见的豪言壮语、壮志情怀

在晚唐边塞诗中已经没有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描

述凶险寒苦的边塞生活。表达着对生命的眷恋，对

家人的思念。人们在流着感伤的眼泪。描写风光没

有了盛唐诗人的奇思妙想。冷冰冰地叙述让人无法

再对边塞产生兴趣。总体特征表现为凄凉冷寂、衰

瑟哀伤的写景诗句俯首可拾，如张乔<塞上>“绝塞

寒无树，平沙势尽天”；许棠<雁门关野望>“紫塞唯

多雪，胡山不尽春。河遥分断野，树乱起飞尘”；许棠

<银州北书事>“雕依孤堠立，鸥向迥沙沉”；许棠<送

友人北游>“无青山拥晋，半浊水通汾。雁塞虽多雁，

云州却少云”；周繇<送边上从事>“衰草城边路，残

阳垄上笳”。其中有些边塞诗仅仅是在白描边塞自

然风光，根本就不涉及边情，不关心时局的变动，这

是缘于诗人对社会失去了责任感，对政治丧失了热

情。在边疆恶劣的环境下，乡愁自然会涌上心头，张

乔《游边感怀二首>(其二)：

兄弟江南身塞北，雁飞犹自半年馀。

夜来因得思乡梦。重读前秋转海书。

连做梦都在怀念故乡思念亲人。忍不住把珍藏

在身边隔年的家书反复阅读。

中国古代诗歌历来写战争必叙闺情的传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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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边塞诗中表现得并不突出。“九华四俊”几乎没

有闺怨题材的作品，闺怨诗歌往往是文人的拟作、

代言，对于晚唐这些久困举场、生活潦倒、以“苦吟”

求“知己”的寒苦文人而言。他们更没有心思和精力

在苦寒的边塞遥想“清辉玉臂”。

其四，描摹南疆物象。记录历史风云。盛唐边塞

诗主要反映北方和西北方的边境生活，而中唐以后

南疆的边塞生活开始进入诗人的视线。中唐诗人自

居易、刘禹锡和晚唐诗人如雍陶、马戴等在描绘南

方山川风物、采写民情风俗的同时。对西南边防之

脆弱与边塞人民之痛苦已有记述。池州诗人顾云

<筑城篇>记载了咸通末年，南诏屡寇西川、围困成

都，因此军民共筑成都城墙，以备南诏之事；其<天

威行)在描绘南疆奇特自然风光的同时，表达了实

现统一的美好愿望：

车遥遥，马阗阗。平如砥，直如弦。

云南八国万部落。皆知此路来朝天。

许棠<送徐侍御充南诏判官)中“地偏风自杂，

天漏月稀明”、“笑宜防狒狒。言好听猩猩”可能是对

南方风物民情泛泛地揣测之词，但结旬“回期佩印

绶．何更见新正”则蕴含了南诏反叛建国的一段历

史：大中十三年(859)，南诏王酋龙自称皇帝，国号大

礼，改元建极。乾符四年(877)酋龙卒，子法立，仍未

去帝号。。新正”指皇帝即位时新定之正朔．“何更见

新正”是许棠对徐侍御的期盼与祝福：此行一定会

马到功成，南诏将取消帝号，不再有新定之正朔。

总体来说，晚唐政治局面江河日下，诗人再也

唱不出欢快豪迈的歌。即使是盛唐最为激动人心的

边塞题材在晚唐诗人笔下也常有悲怆之感乃至颓

唐之气。当然。晚唐边塞诗相对于盛唐而言也有开

拓和变通。也留下了部分优秀的作品。如。九华四

俊”之一的许棠在边塞诗中常表现出他的深谋远

虑。而张j嚏i的边塞诗代表着他诗歌创作的最高水

平，“其边塞之作多以景色之描写，展现唐季边塞之

形势，颇值一读”，fl捌有些完全可以跻身于晚唐优
秀边塞诗的行列，其《登单于台》云：“白曰地中出，

黄河天外来。”明代著名的诗论家胡应麟《诗薮》评

日：“唐诗之壮浑者终于此。"Il伽学盛唐而能造出新
境，颇具“盛唐气象”。

注释：

(D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本文所引诗歌除
特别说明外均据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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