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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研究

解读“诗史”精神

孙明君

　　内容提要　　千百年来 ,杜诗学的研究者们在对“诗史”的阐释中存在着巨大的误区:其一 , 在

一定程度上将“诗史”等同于史籍 、史料;其二 ,认定“诗史”乃是自觉服务于政治教化的样板。 本文

旨在辨析此两种误解 ,揭橥诗史精神的实质 , 进而探察并阐述诗史精神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现实

意义。文章认为:既不能仅仅把诗史等同于史料 , 也不能把诗史视为政治教化的工具。所谓“诗

史”乃是诗人以仁者心观照当下社会现实 , 从而创作出的具有天下意识和忧患意识及其相应艺术

特征的“第一等真诗” 。当今诗坛所缺乏的正是此一“诗史”精神。时代固然需要个人化的独语性

的小诗 ,然而更加需要的是能够反映时代脉搏的 、与核心文化价值相系的大诗。一个拒绝天下意

识与忧患意识的诗坛毕竟是贫乏而病态的诗坛。

关键词　　诗史　　仁者心　　天下意识　　忧患意识

仇沧柱云:“自古诗人之穷 ,未有如子美者 。”(杨伦:《杜诗镜铨》)此乃是就杜甫生前之人生境

遇而言的 。若从杜甫身后的遭际着眼 , “自元微之作序铭 ,盛称其所作 ,谓`自诗人以来 ,未有如

子美者 。'故王介甫选四家诗 ,独以杜居第一。秦少游则推为孔子大成 ,郑尚明则推为周公制

作 ,黄鲁直则推为诗中之史 ,罗景纶则推为诗中之经 ,杨诚斋则推为诗中之圣 ,王元美则推为诗

中之神 ,诸家无不崇奉师法” 。(仇兆鳌:《杜诗详注·凡例》)从这层意义上说 ,自古诗人之幸 ,未有

如子美者。千百年来 ,千家注杜 ,杜诗研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杜诗学” 、“杜学” ,建国以来 ,杜

诗研究也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重镇。

在文化史上 ,存在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一位士人也好 ,一部作品也好 ,被人关注的起点 ,

也就是误解的开始。名气愈大 ,阐释者愈众 ,歧解愈多 ,误解愈深 。杜诗是“诗史” ,杜甫是“诗

圣” ,这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定论。然而 ,正是在这里存在着最明显的误解 。误解一 ,将“诗史”

等同于历史 、史料;误解二 ,认定“诗史”是自觉服务于政治教化的工具。本文的意旨就在于辨

析此两种误解 ,揭橥诗史精神的实质 ,进而探察并阐述诗史精神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现实意

义。

1
　　“诗史”一说最早见于唐人孟 的《本事记》 :“杜逢禄山之难 ,流离陇蜀 ,毕陈于

诗 ,推见至隐 ,殆无遗事 ,故当时号为诗史 。”据此可知 , “诗史”之名在杜甫生前已经广

泛流传 。何为“诗史” ,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不同的理解 。纵观历代典籍 ,普遍的看法

是认为杜诗具有“史”的认识价值 ,部分论者在不同程度上将诗史等同于史籍 ,等同于史料 。

研究界主流话语对诗史的解读是这样的:宋祁云:“甫又善陈时事 ,律切精深 ,至千言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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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世号诗史。”(《新唐书·杜甫传》)李朴云:“唐人称子美为诗史者 ,谓能记一时事耳 。”(《与杨宣德
书》 ,《余师录》卷三)李复云:“杜诗谓之诗史 ,以斑斑可见当时 。”(《与侯谟秀才书》 , 《 水集》卷五)惠

洪云:“故老杜之诗 ,谓之诗史者 ,其大过人在诚实耳。”(《冷斋夜话》)蔡居厚云:“子美诗善叙事 ,

故号诗史。”(《蔡宽夫诗话》)陈岩肖云:“杜少陵子美诗 ,多纪当时事 ,皆有依据 ,古号诗史 。”(《庚

溪诗话》卷上)……

与此同时 ,众多的学者开始走上以诗证史 、以史证诗的不归之路 。晚唐时 ,李肇的《唐国史

补》 ,郑处诲的《明皇杂录》 ,郑 的《开天传信录》 ,康骈《剧谈录》等书多引杜诗以证史 。人们发

现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杜诗中都有反映 ,如:《悲陈陶》 、《悲青坂》记叙了至德元年(756)唐军

与安史叛军在咸阳附近的两场血战 。战斗中 , “孟冬十郡良家子 ,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

无战声 ,四万义军同日死” 。(《悲陈陶》)“山雪河冰晚萧瑟 ,青是烽烟白是骨。”(《悲青坂》)《草堂》

一诗“以草堂去来为主 ,而叙四川一时寇乱情形 ,并带入天下 ,铺陈始终 ,畅极淋漓 ,岂非诗史” 。
(杨伦:《杜诗镜铨》)杜诗不仅可以证史 ,而且还提供了许多史书未载的史实 ,可以杜诗补史之阙 。

如:《有感》 :“邵云:五首皆纪时事 。”“所言皆当时大事要著 ,足补国史所未逮 。”(杨伦:《杜诗镜

铨》)《三川观水涨》记载了诗人欲往灵武投奔肃宗的路上遇见的一场水灾 , “是年史不书大水 ,

可以补史之阙” 。(杨伦:《杜诗镜铨》)《草堂》 , “徐知道(作乱)事 ,史俱不载 ,此诗可以作史补” 。
(《读杜心解》)《自平》一诗写于“蛮溪豪族小动摇”之时 ,希望朝廷不要听信宦官之言 ,兴兵生事 ,

扩大动乱 ,蒋弱六云:“此亦可备诗史”(杨伦:《杜诗镜铨》),更有甚者 ,有人据杜诗而讨论唐代酒

价几何。(见宋僧文莹:《玉壶诗话》)。

在近代的唐诗研究中 ,陈寅恪先生在前人的基础上 ,将以诗证史的方法系统化 、完善化 ,达

到了会解圆通的境界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也极为重视对唐诗史料的利

用 ,他在研究唐代交通问题时 ,引用唐诗作证处在一千条以上。他说:“至于杜诗 ,号称诗史 ,史

料价值更高。”“十几年前 ,我曾应新亚书院中文系之邀作了一次讲演 ,题目是`杜诗述史' ,说明

杜诗有些篇章可作列传看待 ,此外又列举关涉中央政情与政制 、社会生活 、地方风俗 、产业 、交

通 、都市 、商业 、教育 、文化各方面的诗篇数百条 ,实见杜诗中史料之富。”①新时期以来 ,诗史互

证的方法已成为学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

是的 ,杜诗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论者从杜诗中可以寻绎出天文史 、地理史 、宗教史 、民俗

史 、考古史 、军事史 、音乐史 、美术史 、建筑史……的相关史料 ,但归根结底 ,以诗证史是一种历

史学的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对文学研究当然有一定的辅助 ,但它不能代替文学研究(以史证诗

固然是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 ,不过它只是诸多方法之一)。值得注意的是 ,封建时代的一些研

究者只看到了诗史的史料价值 ,却忽略了诗史在历史学研究之外的意义。有些学者在研究时

牵强附会 ,肆意歪曲 ,使诗史研究滑入歧途。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大抵自诗史之说兴 ,而注

杜者多附会史实之论 。 ……注家求深得凿 ,求明转繁 ,凿近于诬 ,繁易成芜 ,诬与芜兼 ,非缪则

秽 ,于是杜诗之真面目 ,真精神 ,反变得不易理解了 。”②

诗歌是诗人具有独特魅力之情感的凝结与投射 ,它与客观 、理性见长的历史著作之间有不

可混淆的区别。黑格尔指出:“诗纵然也诉诸感性观照 ,也进行生动鲜明的描绘 ,但就连在这方

面 ,诗也还是一种精神活动 ,它只为提供内心观照而工作。”“连最完美的历史著作毕竟不属于

自由的艺术 ,甚至用诗的词藻和韵律来写成历史著作 ,也不因此就变成诗。 ……历史家没有理

由抛开他所处理的内容中的散文性的性格特征 ,或是把它们转变为诗的。他须如其本然地描

述摆在面前的事实 ,而不加以歪曲或利用诗的方式去改造。”③苏珊·朗格亦指出:“诗人是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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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式编织事件 ,而不是把它当作一段客观的历史。 ……因此倾向性是诗的世界的主要问

题。”④诗史是诗而不是史 ,是诗史之诗 ,而非诗史之史 。“精神活动” 、“内心观照” 、“心理方式”

和“倾向性”是诗之所以为诗的重要特征 ,诗史之诗亦不例外。历史著作可以是群体智慧的结

晶 ,而诗歌则完全属于个人的创作 ,只能是个体心灵的投射 ,是诗人的主体心灵观察 、过滤 、筛

选之后的历史现象 ,其中浸透了诗人的情感 ,打上了诗人的爱憎的烙印。所以 ,我们对诗史的

定义和探究不能以史为重心 ,而必须以诗为重心 。诗史 ,不是过去的史实的原始记录 ,也不是

当下的历史的“镜子”般的再现 ,故不能仅仅把它看成以诗证史的工具 。本文认为 ,所谓“诗史”

乃是诗人以仁者心观照当下社会现实 ,从而创作的具有天下意识和忧患意识及其相应艺术特

征(地负海涵 ,沉郁顿挫)的诗歌。

2
　　对诗史的误解之二是将诗史与政教相绾和 ,实际上将诗史之诗视之为政教的工

具。检视杜诗 ,不难发现忠君爱民是其中的重要内涵。也许正因为如此 ,在封建时

代 ,众多的学者认定杜甫是忠君的典范 ,是一位“一饭未尝忘君”的“诗圣” 。与之相

对 ,到了建国以后 ,学界则给杜甫戴上了“人民诗人”的桂冠 。

“诗圣”的提法首见于明人王嗣 的《梦杜少陵作》 :“青莲号诗仙 ,我翁号诗圣。”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 ,凡是被儒士尊为“圣人”的人都被认为已进入了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诗歌虽然也

隶属于艺术门类 ,但“诗圣”却与“画圣” 、“书圣”(草圣)、“乐圣”不同 ,前者不仅指此人在该艺术

门类上的出神入化的造诣 ,而且与人伦领域的“圣人”达到了同样的道德高度 。“伯夷 ,圣之情

者也。伊尹 ,圣之任者也 。孔子 ,圣之时者也 。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 ,金声而玉振

也。”(《孟子·万章》)在宋人的心目中 ,杜甫是诗界的圣人 。秦观《韩愈论》云:“孔子 ,圣之时者

也。孔子之谓集大成 。呜呼 ,杜氏 ,韩氏 ,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张戒《岁寒堂诗话》云:“子美

诗 ,读之使人凛然兴起 ,肃然起敬 , 《诗序》所谓`经夫妇 ,成孝敬 ,厚人伦 ,美教化 ,移风俗' 者

也。”邹浩《送裴仲孺赴官江西叙》云:“杜子美……声落万古 ,儒家仰之 ,几不减六经 。”曾噩《九

家集注杜诗序》云:“少陵巨编……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 。”宋人之所以如此评价杜诗 ,

不仅是指杜诗在艺术上的集大成 ,而且 ,由于杜甫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忠君者。在许多宋人的

眼里后者更为重要。苏轼《王定国诗集叙》云:“古今诗人众矣 ,而杜子美为首 ,岂非以其流落饥

寒 ,终身不用 ,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陈俊卿《 溪诗话序》亦云:“杜子美诗人冠冕 ,后世莫及 ,

以其句法森严 ,而流落困踬之中 ,未尝一日忘朝廷也。”

的确 ,杜甫是忠君的 ,但显然未达到什么每饭不忘的地步。同时 ,他的忠不是愚忠 。为了

证明杜甫每饭不忘君 ,在阐释杜甫诗史性作品时 ,古人往往生拉硬扯 ,肆意歪曲 ,削足适履 。例

如 ,从《丽人行》 、《哀江头》 、《北征》等诗中看 ,杜甫对杨氏兄妹多有讽刺。在《北征》中以杨妃比

褒 、妲 ,宋人却说:“唐人咏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称者 , ……抑已失臣下事君之体矣。老杜则

不然 ,其《北征》诗……乃见明皇鉴夏商之败 ,畏天悔过 ,赐妃子死 ,官军何预焉 ?”(魏泰:《临汉隐

居诗话》)“杨太真事 ,唐人吟咏至多 ,然类皆无礼。太真配至尊 ,岂可以儿女语黩之耶? 唯杜子

美则不然 , ……其词婉而雅 ,其意微而有礼 ,真可谓得诗人之旨者 。”(张戒:《岁寒堂诗话》)杜甫曾

经寄希望于皇帝 ,但他的心目中有一个高于皇权的存在 ,那就是“道” 。从道不从君是原始儒学

的重要传统 ,这一传统在汉代大一统专制政治的挤压下弯曲变形 ,只存在于在少数优秀士人身

上。杜甫虽然不能完全摆脱时代的局限 ,但他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以道为重 。古人说:“老杜

似孟子”(黄彻:《 溪诗话》),不是没有道理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 ,诗人所目睹的现

实是“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诗人回家后 , “幼子饥已卒” ,当此之时 ,诗人对“君臣留欢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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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持何种态度是不言自明的 。连张戒也不得不承认《洗兵马》“意乃讽肃宗” 。(《岁寒堂诗
话》)在左拾遗任上 ,他秉公直言 ,不怕触怒“圣上” ,充分表现出古之遗直从道不从君的精神风

貌。在华州司功任上 ,他不堪其簿书之急 , “束带发狂欲大叫”(《早秋苦热堆案相仍》),后来毅然

辞官而去 ,这也不是“每饭不忘君”者所应有的态度 。忠君是封建时代伦理纲常学说的核心 ,视

杜诗为忠君的典型 ,实际上将杜诗降低为经学的附庸 ,歪曲了杜诗的诗史精神的真正价值 ,抹

杀了杜诗的艺术魅力 。

建国以来 ,在极左路线影响下 ,学术界流行的观点是:阶级社会中的任何一个诗人 ,不论其

自觉与否 ,他总是站在一定阶级的立场上 ,按照一定阶级的观点 ,根据一定阶级的要求来观察 、

理解 、描写社会生活 ,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 。非常幸运(或者说不幸)的是杜甫被封为“人民

诗人” ,其诗被视为“时代的镜子” 。傅庚生先生和李汝伦先生的下列观点代表了 50年代至 80

年代学术界的基本看法 ,傅庚生先生在 1954年说:“第八世纪祖国伟大的诗人杜甫 ,他真心地

为人民而歌唱 ,为人民而战斗 ,讽刺奚落着当时的王朝统治阶极 ,以号称`诗史' 的横扫千军的

诗笔暴露现实的丑恶;……而战斗的诗篇鼓舞着 、激励着前进的人民 ,直到千余年后 ,人民起来

高唱起封建社会的葬歌。”⑤李汝伦先生在出版于 80年代的《杜诗论稿》中说:“(杜甫)是一位

真正的人民诗人 。他是鲁迅所说的那种`为人民请命的人' ,他的作品中很多是列宁讲的每个

民族都有的那种民主主义文化 。”⑥的确 ,杜甫是同情人民 、热爱人民的 ,他的“三吏” 、“三别” 、

《兵车行》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北征》等我们耳熟能详的诗篇就是明证 。但我们也要

承认 ,由于时代的局限 ,杜甫不可能成为被剥削阶级的代表 ,按照阶级斗争年代的分类法 ,杜甫

无疑属于地主阶极 ,他对于剥削阶级的总代表———皇帝和皇室成员照样充满了同情和仁爱之

心。《哀王孙》系杜甫在安史之乱中见王孙颠沛流离而作 ,诗中对“龙种自与常人异”的落难王

孙表示出极度的关切 ,忠贞之情 ,溢于言表。《喜达行在所》“三首艰难之情 ,忠爱之念 ,一一写

出 ,读之恻恻动人。”(杨伦:《杜诗镜铨》 ,引张上若语)《夔府书怀》写自己曾受恩于朝廷 ,现在虽位卑

人轻 ,流落他乡 ,却不敢置国事于度外。“浦二田云:此首抒怀 ,叹老嗟卑之意轻 ,主忧臣辱之思

切 ,在江湖而忧魏阙 ,所谓每饭不忘者也。”(杨伦:《杜诗镜铨》)《闻河北节度入朝口号》 ,刘克庄

云:“欲主上如周宣汉武 ,欲诸公为孝子忠臣 ,真一饭不忘君者 。”(《诗话新集》)“一饭未尝忘君”

云云 ,固然是宋儒的陋见 ,然杜甫有忠君之心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表面看来 ,忠君说与人民诗人说针锋相对 ,其实 ,二者犯了同样的错误:把诗歌视为政教之

工具 ,要求文学自觉“服务”于政教 。在某些时期 ,文学也曾经变成演绎政教的话语形态。如白

居易等人“惟歌生民病 ,愿得天子知”的新乐府 ,如极左年代里创作的“三突出” 、“主题先行”的

作品 。同样是摹写时事 ,杜甫的诗史之作与白居易的新乐府截然不同 。叶嘉莹先生说:“昌黎

载道之文与乐天讽谕之诗 ,他们的作品中所有的道德 ,也往往仅只是出于一种理性的是非善恶

之辨而已 ,而杜甫诗中所流露的道德感则不然 ,那不是出于理性的是非善恶之辨 ,而是出于感

情的自然深厚之情。是非善恶之辨乃由于向外之寻求 ,故其所得者浅;深厚自然之情则由于天

性之含蕴 ,故其所有者深 。”⑦诚然 ,两种文学最大的区别是:杜甫诗史是其仁者心的自然流露 ,

而白居易的新乐府是一种主题先行的“向外之寻求” 。文学是自由的 ,它不是某些人手中的工

具 ,不是服务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婢女 。在此 ,对叶先生所谓“天性之含蕴”有必要予以辨析 。

“天性”云云 ,古人早已道及 ,俞文豹曾云:“杜子美爱君之意 ,出于天性 ,非他人所能及 。”(《吹剑

三录》)“天性”即“天命之性” ,它强调的是先天的自然秉赋 ,忽略了后天的主观的性情之培育 。

将杜甫之仁心完全归结于天性 ,既与杜甫之实际情况不符 ,也易于造成一种错觉:让天性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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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心的诗人去表现其仁心吧 ,天性中没有仁心的诗人可以心安理得地表现非仁非义之情之境 ,

这正好可以给“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痞子”作家提供一种口实。其实 ,杜甫的仁者心 、天下意

识 、忧患意识不完全出于先天所生 ,更重要的是源于后天自觉的蓄养 、扩充 。具备了仁者心 、天

下意识 、忧患意识的杜甫 ,他只是以其仁者心观察社会 、思考社会 、再现社会 ,上至帝王将相 ,下

至士庶百姓 ,无不入其视野之中 。其仁心的光辉自然地向外溢发 、扩充 ,弥漫于天地之间 。于

是 ,忠君爱民自然是其诗史之作的重要内涵 ,但其诗史之作又不是忠君爱民所能范围的。

3
　　我国自古是一个诗的国度 ,诗歌曾经是文学的核心 ,是一切艺术的核心 。然而 ,

今天的诗坛却变得不尽如人意 。“90年代以来 ,诗歌的状况一落千丈 ,进入了令人苦

恼的低迷期 ,读者明显减少。一家媒体曾在随机抽查的 1500 人中发现 ,只有 3%的

人读诗 。全国最大的诗歌刊物《诗刊》的发行量也从 80 年代的 53万份跌落至目前的 4万多

份。作为泱泱诗歌大国 ,诗歌到底怎么了? 症结何在?”⑧表面上看 ,诗歌创作出现了新诗潮 、

后新诗潮。但他们越来越强调独语的个人化 ,过分关注一己的得失 ,只强调和夸大个人的痛

苦 ,无法走出精神的“自恋”情结。时代固然需要个人化的独语的小诗 ,时代也需要反映时代脉

搏的 、与核心文化价值相系的大诗 。一个拒绝天下意识 、忧患意识的诗坛毕竟是贫乏而病态的

诗坛 。

当今的诗坛(包括文坛)所缺乏的正是“诗史”精神 。

杜甫《过津口》诗云:“物微限通塞 ,恻隐仁者心。”这一存在于诗人主体心灵中的“仁者心”

正是“诗史”精神的核心。此处之“仁者心”广大无边 ,不是匹夫匹妇之小仁 ,而是志士之大仁 ,

亦即是含摄了天下意识和忧患意识之仁者心 。此“仁者心”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天下意识和忧患

意识完全契合于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基础 ,“修己以安百姓”(《论语·

宪问》)是孔子给士人规定的大任 ,孟子也说:“圣之任者 , ……自任以天下之重 。”(《孟子·万章下》)

在此 ,有必要提醒的是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下”有其独特的内涵 ,它既有别于“国家” ,亦不是

指一定的空间地理 , “`天下' 的独特语境涵义 ,就是为儒学所建立的这种作为权力原初依据的

大公与民本观念 。它内蓄着对社会公正道义的恃守与执着”⑨。与天下意识紧密相连的是忧

患意识 ,儒家的忧患意识绝不是为了个人的衣食富贵 ,儒家面对忧患时并不追求一己的解脱 。

孔子云:“君子忧道不忧贫 。”(《论语·卫灵公》)孟子云:“乐以天下 ,忧以天下 。”(《孟子·梁惠王下》)

仁者心 、天下意识 、忧患意识实则三位一体 ,彼此交融 ,相互含摄 。

作为诗人的杜甫 ,他的诗歌乃是仁者心 、天下意识 、忧患意识在诗歌艺术领域的投射 。杜

甫的“仁者心”向外自然溢发 ,在人与人之间 、人与社会之间 、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中无不

充溢着老杜的仁心 。《秋野五首》其一云:“秋野日疏芜 ,寒江动碧虚。系舟蛮井络 ,卜宅楚村

墟。枣熟从人打 ,葵荒欲自锄 。盘餐老夫食 ,分减及溪鱼。”《杜臆》评曰:“`系舟蛮井' ,`卜宅楚

村' ,则去住尚未能自决也 。`枣从人打' ,则人己一视;̀葵欲自锄' ,则贵贱一视;̀盘餐' 及`溪

鱼' ,则物我一视:非见道何以有此 ?”所见极是 ,在老杜这里仁心及物 ,物我一体 。当然 ,在向外

无限扩充的仁心中 ,最强烈持久的是他对普通民众的同情 ,对社会 、民族 、天下的历史使命感和

社会责任感 。面对自然风物 ,老杜依然不忘忧患 ,其《对雪》云:“乱云低薄暮 ,急雪舞回风 。

……数州消息断 ,愁坐正书空 。”“他人对雪必豪饮低唱 ,极其乐。唯老杜不然 ,每极天下之忧。”
(《瀛奎律髓》)其《秋雨叹》云:“阑风长雨秋纷纷 ,四海八荒同一云 。 ……禾头生耳黍穗黑 ,农夫

田妇无消息。”诗写无日不雨 ,无时不雨 ,大雨给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祸害。诗人呼吁统治者轻

敛薄赋 ,以减轻人民的负担:“谁能扣君门 ,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诗人自己始终同情贫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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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心系贫贱者 ,《又呈吴郎》云:“堂前扑枣任西邻 ,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 ,只缘恐

惧转须亲 。”《岁晏行》云:“况闻处处鬻男女 ,割恩忍爱还租庸 。 ……万国城头尽吹角 ,此曲哀悲

何时终!”

沈德潜云:“有第一等襟抱 ,第一等学识 ,斯有第一等真诗。”(《说诗 语》)谭元春云:“老杜

第一诗人 ,又是第一高人;人不第一 ,恐诗亦不能第一。”(《古诗归》)他们皆强调了诗人以天下为

己任的胸怀。《奉赠韦左丞丈》云:“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云:

“许身一何愚! 窃比稷与契。”其志之广大可知矣。因为有深沉的忧患意识为其底蕴 ,所以这种

大志绝非蹈空之论。他所承担的是平治天下的重荷 ,他所忧患的是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和前途 。

早在开元盛世 ,杜甫已经从表面的歌舞升平中感受到了隐含的危机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写

自己胸中“百忧”翻卷 ,似乎看到“秦川忽破碎 ,泾渭不可求” 。老杜一生忧国忧民 ,直到生命的

最后一刻 ,从他的绝命词中可以知道 ,让诗人死难瞑目的是天下“战血流依旧 ,军声动至今”

(《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的动荡。

以天下为己任的诗人并不是不写自己 ,而是在写自己的时候不斤斤计较于个人的鸡虫得

失 ,不汲汲于个人的功名富贵 ,他们恪守原始儒家以民为本的观念 ,呼唤和恪守社会的公正道

义 ,自觉地把个人与国家 、天下联系起来 。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详细地描写一己

一家之忧患 ,但又不囿于一己一家之忧患。“穷困如此 ,而拳拳于国计民生 ,非希踪稷契者 ,讵

克有此 !”(杨伦:《杜诗镜铨》)《北征》书一代之事 ,其中有个人 ,有妻子 ,有儿女 ,有官军 ,有君主 ,

“深忧长虑 ,谁信饥瘦老头 ,有此想头!”(《古诗归》 ,钟惺语)《唐宋诗醇》评《恨别》一诗云:“彼其流

离漂泊 ,衣食不暇而关心国事 ,触绪辄来 ,所谓发乎性 ,止乎忠孝者 ,寻常词章之士 ,岂能望其项

背哉!”在自己屋破饥寒之时 ,诗人所想的则是:“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

不动安如山。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几时

高议排金门 ,长使苍生有环堵。”(《寄柏学士诗》)杜甫漂泊异地 ,自身老病 ,登临之处时时不忘天

下 ,不忘时事。其《登楼》云:“花近高楼伤客心 ,万方多难此登临。”《登岳阳楼》云:“昔闻洞庭

水 ,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 ,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 ,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 ,凭轩涕泗

流。”其《秋兴八首》其四云:“闻道长安似弈棋 ,百年世年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 ,文武衣冠异

昔时。直北关山金鼓震 ,征西车马羽书驰 。鱼龙寂寞秋江冷 ,故国平居有所思 。”《杜臆》评曰:

“则长安一破于禄山 ,再乱于朱 ,三陷于吐蕃 ,如弈棋之迭为胜负 ,而百年世事 ,有不胜悲者。”

其仁心之广大 ,令人感佩 。

第一等的襟抱是诞生第一等的真诗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除了第一等之襟抱 ,当然

还需要“读书破万卷” ,需要“不薄今人爱古人” 、“转益多师是吾师” ,需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

精心锤炼 ,如此方可进入地负海涵 、沉郁顿挫的艺术境界 , “尽得古今之体势 ,而兼人人之所独

专” 。(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10

诗史精神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精神之一。在当代社会 ,为了继承和弘扬此一诗歌精神 ,

必然要求每一位诗人“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具有时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摆脱

物欲的束缚 ,走出个人的狭小空间 ,关心我们的民族 ,关心我们的国家 ,关心我们的天下。诗人

只有直面诗与时之间的本质联系 , “以一国之事 ,系一人之本”(《诗大序》),培育其仁者心 、天下

意识与忧患意识 ,才能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大诗 。

时代需要具有诗史精神的伟大诗篇 ,时代呼唤具备诗史精神的伟大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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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关于诗史精神的艺术魅力 ,作者拟另外撰文论述。

(作者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真漫亚)

季羡林海外基金公布第一批学术资助项目

暨召开迎春座谈会

　　新年伊始 ,由我校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冠名的“北京大学季羡林海外基金”第一批资助项目启动。八部老

教授论文集 、七本专著和三个刊物获得了出版资助。 1 月 12 日下午 , 基金理事会成员 、首批获资助的项目人

和有关院 、系 、所 、部门负责人举行了迎春座谈。

该基金是 1995 年由诚成企业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波先生出于对季羡林先生的敬仰和对北京大

学的支持 ,慨然捐资 200 万美元成立的。该基金的宗旨是:为扶持和鼓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

科建设 ,促进学术文化交流与合作 , 推动教学和学术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座谈会由基金管委会副主任 、副教务长吴同瑞教授主持。基金管委会主任郝斌教授首先讲话。他讲了基

金的设立和宗旨 ,讲了该基金的设立对推动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意义。他还详细介绍了基金管委会

的工作和活动情况 ,提出了今后的打算。

与会者就如何充分发挥基金效益 ,推动和提高我校人文和社会各学科的教学与科研水平发表了中肯的

见解。

季羡林先生亲临会场 ,认真听取了各位与会者的发言 , 并不时作记录。最后季老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

他说 ,资助出版只是资金运作的第一步 , 第二步可以考虑选择一百名在北大百年学术史上作出卓越贡献的学

者加以介绍 ,以显示北大在 20 世纪的辉煌;可以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开讲座 ,介绍学科前沿信息;还可以在

青年教师和学生中搞论文评选 ,以鼓励优秀科研成果。

他还讲到 ,著名艺术家黄宗英和著名作家冯亦代夫妇捐出最近收到的稿费 ,并允诺以后所有稿费都将全

部捐出以壮基金的声势 ,这实在是学坛盛事 , 令人敬佩。

本刊有幸获得该基金第一批资助。学报主编龙协涛在座谈会上发了言。他首先感谢季老 、感谢基金管委

员的负责同志对学报的关心和支持。他说学报 1995 年获首届全国优秀社科期刊奖 , 1997 年又被评为全国百

种重点社科期刊 ,此次又获得以季先生的名字命名的基金的第一批资助 , 这些奖励和扶持得来不易。他表示

一定要以这些鼓励为动力 ,进一步提高学报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品味 ,在争创世界一流大学中把北大学报办成

世界一流的刊物。

(本刊记者　　魏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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