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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庄旅桂心态探微

陈文苑，缪兴旺
(黄山学院旅游学院，安徽黄山24504l；宣城中学，安徽宣城242000)

摘要：南宋诗人刘克庄在桂林时期思想极其复杂。一方面心绪十分低落。现实令他痛苦、失望，人生空

漠、虚幻。另外国运动荡边境不安又让他深为焦虑。但美丽的外在风光让他倍觉欣喜。并萌发了逍遥世外的

冲动，一定程度冲淡了现实的痛苦。使他从悲哀失落中挣扎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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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于嘉定15年(1222年)经由

南昌、醴陵、衡阳、永州等地抵至桂林。在桂林期间，诗

人心中无时不交织着痛苦与失落。但同时美丽的自然

风景、融洽的仕宦氛围又让他的心情感到愉悦。纵观

这～时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的的心情极为复杂。

一、羁旅之苦和思乡之愁

刘克庄人桂既非遭贬流放。亦非迁任为官，而是

流寓。入桂前，刘克庄仕途极不如意，科举屡试不得

进，只以门荫补将侍郎。宋代科举人仕被认为是正途，

能在科举应试中脱颖而出。是广大士子的宏愿。朱东

润先生曾说过：“宋代是一个重视科举的时代，即使有

门病制度，许多人可以由此走上宦途，但是远远抵不

上进士的吃香。”f啦“宋代出身有科举和恩荫两途，但是

一般读书入都重视科举。在政治制度上有时更突出这

一点。咽，刘克庄后来虽迁任许多官职，但科举的打击

对他来说是沉重的，也成了他永不可化解的心结。

嘉定十二年，金攻安徽滁州，金陵大振。后虽围

解，但外界纷纷把责任归咎幕僚策划失宜，“克庄尤得

谤”。m舆论的指责。加之与主谋者政见不合便使得他

萌生了隐退的意愿。刘克庄因此请归祠里。

归里后，刘克庄常与友人登临游赏，吟咏酬唱，一

时无不快意。但心中的郁结丝毫不曾释解。“兵火间关

鬓欲丝，归来聊卜草j笺居”、“闲有工夫忧世事，老无功

业惜年华”、。犹记垂髫到此山，重来客鬓已凋残”，。鬓

丝”、“鬓残”固然夸大了现状，但彰显了诗人内心的感

伤。当桂帅胡棍首次辟其为经略安抚使司准备差遣

时，心乱意懒的刘克庄婉言谢绝了，<辞桂帅辟书作>

石：

一昨闻公幕府开。梦魂频绕岭头梅。

久抛弊衿辞军去。忽有弓旌扣户来。

茅舍相过争借问，荷衣欲出却徘徊。

<后村先生刘公行状》亦有记载：“八桂胡公椒以

经司准遣辟公，辞不就，魏国力勉励。”‘D是年冬，胡帅

的辟书再次到达。在母亲刘氏的极力劝说下，经过再

三的思量，克庄终于决定启程赴桂。<赴辟广西通帅

启》有云：“然而谋之妻子，诚寂寂以难堪。畏我友朋，

遂迟迟而未往。及中再命，始勇一行。旧

桂林瑰丽的山水风光固然是吸引诗人赴桂的一

个重要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为了应谢胡公的诚意，

并欲借助此行遣散积压胸口已久的愁绪。“峤南气侯

异中州，多病谁令作远游”，到了桂林作者依然在思考

此行的意义。可见，人桂并非出于诗人主观意愿，也非

其情感趋向。实是无奈之举。

身为异客、独在异乡，心头自然横亘着零落孤单

之感。世事的不如意、仕途的偃蹇更加深了诗人内心

的寂寥与孤独。所来之地桂林又地处瘴乡，深处蛮夷

之地。气候的迥异、风情的相攘，使得诗人的孤独感愈

发浓烈。“北戌逢君岁建寅，岂知今作落难入”，。岂

收稿日期：20109—06一16

作者简介：陈文苑(1982一)，安截六安人。黄山学院旅游学院教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旅眷文学。

万方数据



第2期 陈文苑，等：刘克庄旅桂·心态探微 ．55．

知”、“落难”正流露了当下的失意。<即事》云：

峤南气候异中州，多病谁令作远游。

瘴土不因梅亦湿，飓风能变夏为秋。

方眠坏絮俄敷簟，已着轻缔又索裘。

自叹幻身非铁石，天涯岂得久淹留。

诗中作者把客居的靡闷、流寓的落魄及由于对环

境的不适应而引发的伤感一并呈现于世人面前。“天

涯”旬不仅渗透着诗人游走他乡的凄楚愁怨．也反映

着盼归的急切心情。“久”即是“淹”，在作者看来这是

一种“羁留”。“脱了荷衣事将台，羁留又见梅岭开”，陌

生的环境、闲适的生活羁绊住了诗人的身体。也困住

了那颗壮烈的心。在桂旅居期内，刘克庄虽然受到了

盛情的款待，与幕僚间的关系也颇为融洽，但寄居的

客人角色意识．诗人从来都没模糊。。瘴来客病邻由

鬼，舶去乡书托海神”、。老大重登聘士台，客怀牢落可

曾开”，诗中诗人直称自己为“客”，语句间充满着身为

羁旅之“客”的惆怅与思乡的愁苦。

不得已离别自己生长的故土与朝夕相处的亲人．

这种浓浓的亲情不断缠绕着南下的诗人。所以当家书

突至时，诗人的思念之情如潮水般涌现心头，泪水再

也抑制不住了：

不觉离乡久，南来驿使疏。

羁臣一掬泪。慈母两行书。

。乡情”是离家在外的游子与士子内心敏感而脆

弱的情怀，尤当不顺意时，家便成了情感的归宿与生

命的支柱。这种对家乡的思念一旦遇到外物的触媒。

便以不可阻遏之势喷薄而发。<鹊：}：

久不闻鸟鹊。朝来噪不休。

殊乡无喜事。应为买归舟。 。

人们把鹊声预示为喜事的来临，而对诗人来说，

最大的喜事莫过于归乡。也许归乡不能改变现实的境

况、也不能让失意的生活变得平坦顺势，但邪却是疗

治受伤灵魂最佳之所，是精神的避风港。是永存游子

心头一盏永不熄灭的、充满暖意的灯。刘克庄心里企

盼着、呼唤着归去。

挥之不尽的羁苦与乡愁让刘克庄的心境变得萧

然、冷落。特别当他独处时，这种心态便表露无疑。。老

懒何心更出嬉。闭门终日读陶诗”、。小窗睡起无情味，

闲听饥禽啄砌苔”，对现下的失望、对前途的迷茫影响

了诗人的生活情趣、波动了生活的信心．锐减了生活

的热情。进而诗人常常以“病身”自叹，情绪颇为消沉。

。病身偏惜泪，一为故人挥”、“词客纷纷载后车，谁能

远寄病相如”、“瘴来客病邻由鬼，舶去乡书托海神”、

。岭南气侯异中州。多病谁令作远游”。不唯如此，诗人

笔下的许多事物也都给人索然、病态的感觉。如上述

的。闲听饥禽”，还有如。小窗了却观书课，几首残诗旋

补成”中的“残诗”、。想见水南僧寺里，一株落尽病山

茶”中的“病山茶”等。可以说这正是作者愁怨、悲凉心

情的折射。

=、沉重的生命之叹

当激情与梦想逐渐地消磨黯淡。当青春年华伴随

着无法兑现的济世之志一去不返，刘克庄一方面表现

了对青春韶华的无限怀念和追惜，一方面又情不自禁

地对逝水流年的无可挽回发出了沉重的喟叹。。老大

重登聘士台．客怀牢落可曾开”、。诸公若问栖栖者，为

说吟诗两鬓华”、“囊无金累贫如故，镜有丝生老奈

何”、“眼边桃李过匆匆，镜里衰颜岂再红”，作者此时

年富力壮，然而却出现了与年龄阶段不相符的。衰

颜”、。丝发”、“鬓华”。面对“华发早生”的现状，诗人只

能自叹“老大”。他感叹的不仅是岁月的飞逝、光阴的

匆匆。更为重要的是满腔豪情沉默后的无助和对未来

生活的焦虑。“自笑明年在何处。虚檐风至且披襟”，

“明年在何处”透露出前途未卜的迷茫，“自笑”两字则

写出了酸楚和无奈。又<风宅)中“我老断恐怕，眠身等

枯蓬”亦是这种无助心绪的延展。

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前程的困惑转而让他深感生

命的空幻与虚妄。<未至桂州叶潜仲以诗相迎次韵》曾

说：。横草壮心空慷慨，覆蕉残梦懒寻思。”覆蕉残梦”

典出(列子·周穆王>：

郑人有薪亍野者，遏骇鹿。御而击之。毙之，恐人

兄之也。遽而藏诸隍中，覆之以蕉，不胜其喜。俄而，遗

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嗍

后人常借此比喻人生得失如梦。再如<訾家洲>：

装柳英灵渺莽中。鹤归应不记辽东。

遗基只有蛩鸣雨．往事全如鸟印空。

溪水无情流汩汩．海山依旧碧丛丛。

断碑莫怪千回读．今代何人笔力同?

訾家洲在今桂林市东南侧。首联流露了对世事无

常的感慨。“裴柳这样的英杰终究埋没于时间的长河。

岁月的车轮已滚动了无数次，乘鹤归来的仙人眼前的

一切已是面目全非。”裴柳指唐裴寂和柳宗元，两人均

为唐代名人。后遭放逐且均至訾家洲游玩。“鹤归”化

用了丁令威乘鹤归里的典故。据<逍遥墟经>卷一记

载，其为辽东人，曾学道于灵墟山，成仙后化为仙鹤，

飞目故里．站在一华表上高声唱：“有鸟有鸟丁令威，

去家千岁今来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

累。”颔联作者感慨世间变化无常，慨叹事事如梦。。鸟

空印”与“覆蕉残梦”一样，都渗透着浓厚的佛老哲学

思想．体现了作者消极的人生观。最后二联再次强调

了时光流逝的无情事实和人世的短暂性。全诗情绪消

沉．格调低落，表达了人生如寄的绝对偶然性和被动

性。无根蒂的永久漂泊及应对时光流逝的无奈，都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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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着永恒追问的人生哲学意味。

刘克庄的一生哀苦抑郁，虽才高却终生郁郁不得

志，这位与世不偶者的苦闷、无奈、悲观，以及人生易

老、青春虚度的伤感叹息充溢于其留下的各类题材的

诗作中，贯穿于整个生命里程，而在旅桂期间尤为典

型。

三、投身山林的隐逸之念

刘克庄并不是一味地显现愁怨与凄怆、愤懑与抑

郁。他的内心还存在着与隐痛、危苦心态相反的另一

面。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直是中国知识

阶层的处事观。当在现实面前屡屡受挫时，为了坚持

自己的信念、为了“保洁其身”，他们唯一的出路只能

是独善其身，以便与政治权势保持一定距离。这是残

酷现实给定的路，是一种在保存个体生存前提下无法

做出另外选择的路。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以孤独而

微不足道的个体去对抗时潮是无力和苍白的。有宋一

代，文人大夫中自始至终蔓延着一股隐逸之风，无论

是林逋、欧阳修还是苏轼、黄庭坚，他们都高标隐逸，

力图将视野投向政治生活之外的野韵闲致．通过对生

活的尽情享受来弥补内心的空缺。他们的思想里均藏

匿着隐逸的情调。这种时代的风气与宋代文士文化情

调的提升、此起彼伏的党争背景及“三教合一”的思想

背景密切相关，时代赋予了文人们寄情山水的普遍喜

好。

入仕多年，刘克庄宦海沉浮，几度荣枯。他深感世

事无常。饱尝世态炎凉。雄心壮志转成累累陈迹，惟有

放浪山泉，适性自在，悠闲自适，和光同尘，委顺于天

地之间。加之身处风景名胜，赏玩山水自是文士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除了借自然山水消释仕途的失

意外，他在自然山水的雅赏或恣情中，也表现了文人

雅客特有的情趣．显现了游玩过程中的闲暇超逸和轻

扬愉悦之态。并由此上升到对尘外之世的追慕与向

往。<五月二十七日游诸洞>中说到：

常恐官事繁．佳日仍登临。

譬如选学儿，汲汲贪寸阴。

作者乍然从琐事中逃离，面对美妙的大自然，尽

情、快乐地享受着。他忘记了曾经的忧伤与失意。忘情

地享受着自然的乐趣和游玩的轻松。<栖霞洞>中当诗

人看到洞中别有天地的景观时，骤然体会到了。尽捐

滓秽念”的惬意。心境顿时豁然开朗，更迸发了“遂有

飞举势”的冲动。<三月十四日陪帅卿出游)中，记载的

是诗人陪胡帅出游时的所见所闻。虽然所见诸如碑

刻、草树、沙禽等都是极为普通的景观，但他完全沉醉

其中。或许因为他真切体味到了自然的亲切、抛弃了

心灵的枷锁，或许是他心中山水情结一触即发。这时

诗人忽然发出了“眷焉宇宙间，此乐何常哉”的欣喜和

感叹。

“旨哉兹日游，超然遗尘累”。游赏山水不仅可使

心情舒畅，更能驱散沉积的抑郁、忘却现实的愁苦，这

不失为困踬中高扬个性和自我超越的最佳方式，也可

说是抒发郁结的最佳渠道。对诗人来说，由此带来的

心理满足虽然短暂，却像一汩暖流注入心房，滋润着

焦躁、干涸的心田．这种满足感是正处在彷徨时期的

诗人久久不能忘怀的。“未毕山水缘，勉为尘世留”、

“人能专此壑，何必政事堂”，作者厌倦了碌碌的政事，

想急切挣脱现实的牢笼，去追求自在逍遥的生活。在

山水美景中放飞困倦的心扉，体味生命的超然、灵魂

的自由。先前沮丧、失望、焦虑在内心胡乱的交织，并

最终使得刘克庄形销骨立、卧病不起，这种情景下抽

身隐退的林泉之思自然悄然萌生。而此时，观照山水

引发的快感无疑使得这个念头更具有主动性和意愿

性，他渴望在平淡清远的环境中安顿疲劳窘困的心

灵，“我欲买兹丘，扫迹逃嚣竞”、“欣然约同志，嗣此将

寻盟”、“何因释胶扰。把臂偕入林”。再如<刘仙岩>：

绝顶来寻炼药踪。老仙端的是吾宗。

寄声月白风清夜。定许相期第几峰。

文中诗人自诩为仙人后裔，暗示了对逍遥境界和

超然生活的向往。“月白风清”这种纯洁的环境可以最

大限度地满足内心的需求．是诗人理想的居住条件。

。定许相期第几峰”更直接表达了遁迹山林的誓愿。作

者游玩岩洞，联想到仙人炼丹事迹，进而表达了归隐

避世的期望。“相期几峰”既是对“政事”、“尘世”的厌

倦。又是新的人生理想的展望。

总之。刘克庄以异于常人的审美感受能力和超功

利的审美态度，使自己身心与纯净的山水融合为一，

释放庙堂生活的紧张疲惫。排解现实里的挫折和失

意。山水林泉理所当然成了他精神寄泊的场所。

四、国运时局之忧

作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正统思想——儒家文

化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它的思想成了人们

生命的信条。也正是这种思想培育了中华民族浓烈的

经世意识和忧国忧民的精神．培育了他们强烈的责任

心和使命感。因此以天下为己任。关心社稷苍生。关注

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便成了人生的第一要务。他们

即便被社会排挤到边缘的角落、即便受到多么不公正

的待遇。对国家的热爱也丝毫不曾变动。从屈原到杜

甫、从陆游到文天祥、从顾炎武到康有为．爱国忧民的

精神内核一以贯之。如一根红线串起了整个华夏民

族，展示着最伟大的民族特点。那一颗颗忧国忱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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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无不时刻跳动着。一代代的人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知识分子爱国的热情和对国家的忠诚。

宋代绵延不断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荡着诗

人们忧国忧民的心弦，对民族命运与民生疾苦的关

注，是成为宋代文人们的精神核心。然而，国势凌夷，

穷途末路．导致了人们无尽的忧伤和无穷的哀怨。身

为江湖诗派翘楚的刘克庄。其诗歌反映现实的深度和

广度远超同年代的他人。作为胸怀致仕抱负的儒者。

他对国家、人民的苦难有着切肤之痛。诗人从一开始

人仕时，就表现出了对时事的密切关注。体现了一种

忱国爱民的仁者之思。直至晚年，这份爱国之情依旧

没有衰退。“暮年未敢忘忧国，白发丹心每愿丰”，和前

辈诗人杜甫、陆游一样，刘克庄为国家安危。忧虑到了

最后一刻。

。忧时原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是他的自

白。诗人虽客居桂林。但仍惦记着国家的安危。“偶陪

群彦赋登楼，一笑聊宽敌国愁”，即便远离庙堂，但诗

人的心仍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这里的愁不再是抱

负不展的个人私愁，而是一种心系国事的哀愁，一种

凄切的倦倦故国之思。<寄左次魏二首》中写到：

多谢齐安牧，交情未阔疏。

方筹江北事，肯寄海南书。

开幕交烽处，修城劫火余。

别来各添岁。筋力近何如。

同事征西府。闻君已绣表。

小侵今视昔。大捷是耶非。

首长舆尸返。偏裨奏凯归。

六关天糕险，美遣敌能飞

既表现了对左善功绩的肯定。又反映了作者对国

事的密切关注。可以说，国家的安危时刻萦绕在诗人

心头。所以当他看到当地守军怠慢、散漫时不由自主

地揪心起来。<观射>云：

浪舒柬如林．旁观笑不禁。

蛮平无事久。卒惰可忧深。

各自分牛脔。何曾贯虱心。

种侯青涧法。能费几黄金?

“分牛脔”，不思进取，刘克庄对此深表忧虑。诗人对袒

国的眷恋，对民族命运的担优充溢于字里行间。这是

一位仁者素志与情怀的真切表露。

五、结语

在桂林时期，刘克庄的思想矛盾错综复杂，对仕

宦的反思，对人生的悔悟，对岁月耗蚀、生命荒废的焦

虑，特别是现实的压抑、折磨及自我价值的迷失给他

心灵造成的创痛交织在一起，使他陷入深深的痛苦和

失望之中，成为了他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与此同时，

幕帅对他的器重和赏识、和谐的仕宦氛围、美幻的外

在风景又让诗人倍感愉悦。心态颇为放松。因此这次

难得的旅居给刘克庄留下了美好而深远的印象．直至

晚年仍然念念不忘。

予从事广西经略使府，潜仲适漕幕岭外，少公事，

多暇日，予二人游钓吟必俱。神屋鬼洞，束蕴盲进。唐

镜宋刻，剜嗽放鹤，俯湫呼龙。平生乐事，莫如桂州时

也。o

总之这段时间内。种种的痛楚层层交叉、惬意与

舒心又不断叠加。构成了心理状态的多维性。正是这

段时期不同思想的交织、丰富的生活经历使得刘克庄

的诗歌无论是题材还是艺术成就较之前期均取得了

明显的突破。

注释：

(D林希速<竹溪庸畜十一稿续集)卷二十三．

(勤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二十五．

(参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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