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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文坛一俊杰

刘希夷（651-680），一名庭芝，字延
之，唐代汝州梁县人。刘希夷3岁丧父，随
母亲在豫西外祖母家居住。他自幼聪明，
过目不忘，深受外祖父宋令文喜爱。上元
二年（675），25岁的刘希夷与其舅舅宋之
问赴长安会考，双双考中进士。

刘希夷出生在唐初经济发达的时代,
在自由开放思想的影响下,诗歌随时代的
变迁,由宫廷走向生活,走向大众。

在重文的唐代，聪明好学的刘希夷自
然把通过科举入仕作为完善人生的重要途
径。父亲的早逝无疑缩短了他人生的成熟
期。从小寄寓外祖父家，虽有外祖父的偏
爱，从心理上不可能没有寄人篱下的压
抑。命运多舛的环境对于一个有进取心的
年轻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对刘诗
风格的形成无疑有很大的影响。

特殊的生活环境促成他的早熟和提前
进入诗人创作的盛期和高产期，在印刷比
较发达的唐代应该有大量的诗作留传于
世。但由于刘希夷考中进士后，官场不顺，
人微诗轻，很少有人向他求诗保存，也少有
人与他诗和互赠。加上英年早逝，他没经
济能力和时间把自己的诗作出版。所以
刘诗留传后世的不多，也不被人重视。玄
宗天宝年间，丽正殿学士孙翌，选时人诗
三卷为《正声集》，把刘希夷的一些诗选进
去，并评价说刘希夷的诗是全集中最好的
诗。此后刘希夷的诗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声名鹊起。

由于《正声集》的原因，后人不断从民
间搜集和整理刘希夷散落的诗文。《旧唐
诗》艺文志《志第二十七 经籍下》记有《刘
希夷集》三卷 。《宋史》艺文志记有《刘希夷
集》四卷。元人辛文房作的《唐才子传》记
刘希夷“有集十卷及诗集四卷，今传”。说
明元代刘希夷还有文集十卷和诗集四卷留
传。

刘的文集今天已不能看到，其诗赋仅
能看到28题35首，其中《全唐诗·卷82》28
首，《全唐诗续拾卷七》4首，《全唐诗外编》
两首，《全唐诗》卷七百六十九1首。

开启初唐新诗风

从刘希夷现存的35首诗赋来看，他的
诗歌有诸多艺术特点。

一是题材内容丰富。初唐后期,近体
诗已基本定型和成熟,并逐步成为诗歌创
作的主流和风尚,刘希夷却依然主要进行
汉魏乐府诗创作,特别是长篇歌行体的创
作用力尤多,是其艺术特色最为鲜明、艺术
成就最高的诗篇所在。

刘希夷采用乐府诗“即事名篇”的艺术
传统,坚持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地真实

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使其诗歌在题材上有
了很大的拓展,而且诗歌的格调高昂,境界
开阔,“气势豪迈,近乎盛唐之音”。

唐代才子多倜傥，唐代女子爱风流，能
歌善舞“高富帅”式的刘希夷正值青春年
少，自然是众多“白富美”追爱的首选。爱
情诗作自然是常处在热恋中的刘氏在创作
中的重要题材。所以刘希夷诗以歌行见
长，多写闺情，辞意柔婉华丽，且多感伤情
调。刘希夷现存诗中,以写闺情的诗篇最
多,如《采桑》《晚春》《春女行》《代闺人春
日》《代秦女赠行人》《览镜》《捣衣篇》等,或
表现青年女子的形体美,服饰美,或反映其
生活环境的清静,幽雅,或描绘人物的举
止,情态和心理,刻画细致入微,惟妙惟肖,
显然带有六朝宫体诗的遗风和余韵,反映
出一种轻艳明丽的诗风。

刘希夷的诗歌,相较于同时代诸多诗
人,题材多样,内容丰富也是不争的事实。

边塞诗：《将军行》《入塞》；
从军诗：《从军行》《送友人之新丰》；
咏怀诗：《谒汉世祖庙》《巫山怀古》；
闺怨诗：《览镜》《代悲白头翁》；
行旅诗：《洛川怀古》《嵩岳闻笙》；
写景诗：《江南曲八首》《春日行歌》；
山水诗：《归山》《晚憩南阳旅馆》；
咏物诗：《死马赋》《孤松篇》；
送行诗：《饯李秀才赴举》《故园置酒》；
题赠诗：《秋日题汝阳潭壁》《洛中晴月

送殷四入关》等。
刘氏因仕途不佳，把忧郁的心情寄寓

大自然中释怀，创作出了独自风格的山水
诗。

二是语言清新自然。刘希夷的诗歌语
言自然，如他的代表作《代悲白头翁》，整首
诗很是自然，也极为流畅，好似从口中随便
地讲出，随意地流出，没有人为雕琢痕迹。
特别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
同”这两句，比喻极其贴切恰当，包含哲理，
成为诗歌诞生之后到今天传诵不衰的名
句，作者在诗中运用了叠词，造成了一种回
环往复、多姿多彩的艺术效果，读起来朗朗
上口，富有音乐美。

《从军行》：“秋天风飒飒，群胡马行
疾。严城昼不开，伏兵暗相失。天子庙堂
拜，将军凶门出。纷纷伊洛道，戎马几万
匹。军门压黄河，兵气冲白日。平生怀仗
剑，慷慨即投笔。南登汉月孤，北走代云
密。进取韩彭计，早知孙吴术。丈夫清万
里，谁能扫一室。”前两句写秋高气爽，风紧
沁凉，敌军马肥体壮，且敌方众多，行动迅
速，快速南下。尤其是“群胡马行疾”一句，
将敌人嚣张气焰、骄横心态刻画得淋漓尽
致。接着两句写我军可能由于戍边的人数
不多，不敢仓促迎战，只能白天严关城门，
夜晚埋伏兵卒相守。下两句是将军在庙堂
之上拜谢，奉命出征前线。“纷纷伊洛道，戎
马几万匹”一句，着重描写将军出征时的声

势浩大。接下一句写我军在黄河的西北边
上驻扎下营盘，士兵的豪气冲天，整支队伍
一心一意、同仇敌忾，有种与敌人决一死战
的气概。下面六句刻画了一位将军的高大
形象：将军胸有大志，有强烈的爱国心，边
防有紧急军情，立刻投笔从戎，且精通兵
法，转战多地，功勋较多。最后二句，为诗
人的感慨，字句中间充满着对保家卫国将
士们的敬意和对他们事业的向往。整首诗
篇，字句清新自然，无雕琢痕迹，读来意思
明了。

三是内容通俗易懂。刘希夷的三十五
首诗，从内容来看用词上不晦涩、不拗口，
通俗易懂。

《江南曲》其三：“君为陇西客，妾遇江
南春。朝游含灵果，夕采弄风苹。果气时
不歇，苹花日自新。以此江南物，持赠陇西
人。空盈万里怀，欲赠竟无因。”采用白描
的艺术手法，描写一位女子，在美丽如画的
江南春天遇到了一位意中人“陇西客”，女
子以江南之物“灵果”赠与意中人，但最终
没有结果，表明女子追求自己的恋人未获
结果。意思十分明了。

《代悲白头翁》体裁为“七言歌行”。这
样的诗体，魏晋南北朝以来，大多用在乐府
歌辞之中，到了唐代，渐渐脱离了乐府，成
为一种七言古诗的形式，已不是乐府曲辞
了。初唐的诗人卢照邻、骆宾王等都有篇
幅较长的歌行，不过他们的句法，还是继承
了齐梁诗歌的浓烈风气，又多是对句。刘
希夷的歌行，极少用到对句，用典故也不
多。文字不仅明白，而且流利，诗意也不十
分隐晦。这些通俗易懂的诗在盛唐被李白
等诗人发扬光大，成为唐诗的主流。

四是情景韵理交融。刘希夷诗歌意
境，景色明丽,情景交融而富于诗情画意。

《代悲白头翁》《春女行》等诗歌在情感的真
挚,笔调的明朗,语言的清新,尤其在哲理
的思索和诗歌意象的创设方面,对诗歌意
境的净化、开拓与创新,形成优美、清丽的
诗歌意境影响深远。

《送友人之新丰》：“日暮秋风起,关山
断别情。泪随黄叶下,愁向绿樽生。野路
归骖转，河洲宿鸟惊。宾游宽旅宴，王事促
严程。”诗情从景起,景随情来，情景浑然一
体。诗人移情于景，借景抒情，使得其笔下
的诗篇情感表现得十分真挚，其情之真、之
深、之善，令读者为之动容。

《嵩岳闻笙》：“月出嵩山东，月明山益
空。山人爱清景，散发卧秋风。风止夜何
清,独夜草虫鸣。”那如画的“明月”“空山”

“夜色”、“小草”清景和天籁般的“秋风”“虫
鸣”声；那“散发”“坐卧”在风中的游人,在
尽情地享用喜欢的“清景”。“风止”后月夜
更加清静，惟有各种“虫鸣”和声相伴。诗
人不由得拿出行囊中的笙轻轻吹奏，与无
数“虫鸣”合唱一起融入了大自然之中。全
诗从始至终显得格调清新,笔致爽朗，意象
明丽。诗论家称诗人对诗歌创设的意境已
有意识地进行了“净化”和“提纯”。

五是婉转蕴藉清新明丽。少年才子总
富有创新和幻想，在远离上层生活的野行
中，对诗歌的创作不断革新和发展，形成了
自身婉转蕴藉、清新明丽的艺术风格。诗
中多采用比兴、寄托的艺术手法和婉而多
讽、含蓄蕴藉的艺术格调，使其诗歌形成了
形象生动活泼流转清新可喜的语言特色。
《死马赋》正是诗人这一思想情感的真实体
现与具体反映。诗篇以一位战士的心理与
口吻，深切悼念曾与自己一起奋勇杀敌屡立
战功的老战马,终因年老而冻死在槽头，却
依然保持着昂首嘶鸣的状态，真可谓“老骥

伏枥,壮心不已”,令人肃然起敬。显然,战
马也是诗人用来自比，意在表明自己的心
迹，可谓用意深刻。

诗艺诗风启后人

刘希夷是初唐后期的一位重要诗人,
在继承、弘扬前人的优良传统，汲取时人的
长处的基础上并加以革新、发展和创造，在
唐代诗歌由初唐迈向盛唐的历史大跨越中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后世影响很大。

刘希夷生活的时代，北方胡人常侵犯
中原，破坏人们宁静的生活。刘氏虽然仕
途不佳，但生活却很安全快活。胡人的入
侵，让年轻好胜的刘氏十分不高兴，非常支
持国家对侵略者的打击。曾以“随军记者”
的身份，参加了讨伐匈奴的多次战斗，以亲
见亲闻的感受，诗述战斗的全过程，特别是
《将军行》成为影响深远的边塞诗代表作。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介绍刘诗8首，将其
放在首篇介绍。

将军辟辕门，耿介当风立。
诸将欲言事，逡巡不敢入。
剑气射云天，鼓声振原隰。
黄尘塞路起，走马追兵急。
弯弓从此去，飞箭如雨集。
截围一百里，斩首五千级。
代马流血死，胡人抱鞍泣。
古来养甲兵，有事常讨袭。
乘我庙堂运，坐使干戈戢。
……
先写将军在战斗即将打响之际，竟然

大开辕门，巍然迎风而立，在危急的军情面
前，大有一种谢安当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
改、心不慌的临危不乱的大将风度，显示出
其异常的镇定沉着、冷静淡定以及凛然不

可侵犯的无比威严，更有运筹帷幄，决胜千
里而指挥若定，成竹在胸的非凡文韬武
略。继写士兵们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一旦
号令响起便奋勇向前,斩杀仇敌的威武阵
势与高昂士气。再写冲锋号角震天响起，
将士们跃马向前、英勇杀敌，显示出唐军攻
无不克、不战而溃的颓势。全诗慷慨激昂，
充满英雄气概,已具盛唐边塞诗的风韵。
当然，诗中亦隐含着诗人远大的志向与抱
负。

李白的边塞诗代表作与刘希夷的《将
军行》同名：“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
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
归。”首句写将军的戎马生涯，伴随他出征
的铁甲都已碎了。紧接着写的是有关生死
的“城南已合数重围”严酷考验。结果是主
人公老将军在突营闯阵的时候，首先射杀
了敌将，使围军陷于慌乱，乘机杀开重围，
独领残兵，夺路而出。诗中没有对这位将
军进行肖像描写，但通过紧张的战斗场景，
把英雄的精神与气概表现得异常鲜明而突
出，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诗人敢于写败
仗，并从败仗中显出豪气，给人以鼓舞，如
果不具备盛唐诗人那种精神气概是写不出
的。

与刘希夷的《将军行》对比，晚于刘希
夷50年出生的李白的诗总有点模仿刘诗
的感觉。描写的情节也没有刘诗让人读后
过瘾和解气。

晚于刘希夷100多年出生的唐代诗人
张籍也有一首《将军行》边塞诗：“弹筝峡东
有胡尘，天子择日拜将军。蓬莱殿前赐六
纛，还领禁兵为部曲。当朝受诏不辞家，夜
向咸阳原上宿。战车彭彭旌旗动，三十六
军齐上陇。陇头战胜夜亦行，分兵处处收
旧城。胡儿杀尽阴碛暮，扰扰唯有牛羊

声。边人亲戚曾战没，今逐官军收旧骨。
碛西行见万里空，幕府独奏将军功。”有人
将其与刘诗相比，认为有点像打油诗的味
道。

《秋日题汝阳潭壁》与《小石潭记》。《秋
日题汝阳潭壁》是刘希夷在一个阴雨绵绵
的秋季，独自一人来到家乡汝河边排遣，看到
静静的汝河时所感。为汝水留下了唯一一
首诗作：“独坐秋阴生，悲来从所适。行见汝
阳潭，飞萝蒙水石。悬瓢木叶上，风吹何历
历。幽人不耐烦，振衣步闲寂。回流清见底，
金沙覆银砾。错落非一文，空胧几千尺。鱼
鳞可怜紫，鸭毛自然碧。吟咏秋水篇，渺然忘
损益。秋水随形影，清浊混心迹。岁暮归去
来，东山余宿昔。”此诗的氛围和环境显得阴
森而清幽,写景则清丽如画。

柳宗元的著名游记散文《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
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
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
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
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
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
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
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
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
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
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如果把《秋日题汝阳潭壁》翻译成现代
文，就是《秋日游汝阳潭记》。两文对比，后
者“仿佛是前者临摹而得,化用而来。”（《论
刘希夷诗歌的艺术特征》作者盐城工学院编
辑部李军）

《代悲白头翁》与《红楼梦》。刘希夷
的闺情诗作多传承着汉乐府的古风。乐
府诗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
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
、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
辞和新乐府辞等12大类，其代表作《代白
头翁》就是其中典型的相和歌辞。特别是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连
《红楼梦》里的许多诗，也有专家说是抄袭
刘希夷的。

故土敬之为诗神

刘希夷在家乡生活的时间不长，但对
家乡感情很深，现存的35首诗歌中，不少
与汝州有关。《代白头翁》是由汝州到洛阳
途中有感而发，想念的是不复洛阳东的汝
州故人。《故园置酒》是在江南回到汝州后
与朋友一起喝酒时怀念江南美景的感受。
《嵩山闰笙》写的是从洛阳回汝州游嵩山的
夜里，对着月光弹琴吹笙的快活情景。《秋
日题汝阳潭壁》是漫步汝河时对家乡秋天
的赞美。《洛川怀古》为汝州去洛途中有感
而发。

这位本叫庭芝的汝州才子，因怀才不
遇，常叹人生的苦短，在潜心诗歌创作中，
悟出了老子“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
曰希”的真谛，因此改名为希夷，希望自己
达到虚寂玄妙的境界。

1340年前的一天，他留下了“一语成谶”
的成语，走了短暂的人生路程。

《大唐新语》卷八，刘诗（《代白头翁》）
成后既而自悔云：“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
首同所归何异也？”既而叹曰：“然死生有
命，岂复由此。”乃存之。诗成未周，为奸所
杀。诗人既悟出“其不祥欤”，自然要考虑
不祥后的归宿，死后葬风穴山下，寻取清静
无为，任其自然的来生。

刘氏本想葬在一个清静地方，却成了
汝人敬仰的闹区。据碑文记载，唐代初葬
的刘墓只是个不大的土冢，有好事者环墓
周植柏29棵，希望他短短的29岁人生能
与翠柏长青。其中有两棵在人们的呵护

下，经过千年的成长，成了风穴寺的树王。
其一高三丈，四人方可合抱，树颈分三枝，
故称“三炷香”。其二高也三丈，需五人合
抱，树荫面积百多平方，状如巨伞，故称“一
蓬伞”。可惜这两棵树王毁于民国未的无
政府状态之下。

清雍正七年（1729年）,汝州文人用青
石将刘墓护砌，使土冢变成了石冢，并立碑
刻“唐诗人刘希夷墓”。

清乾隆五年（1740年），山东人宋名立
任汝州直州，在汝州学宫创建诗宗祠，将刘
希夷和金明清时期的4位汝州籍诗人敬祀
之中。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汝州知州王
彝象任，途经风穴寺特拜谒其墓，然而看到
墓地十分荒凉，命人重修刘希夷衣冠冢，并
撰墓志立碑于坟前。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封市人冯
承志在风穴寺读书，发现刘墓毁坏严重，回
乡时劝说父亲冯宝堃重修。冯宝堃出资，

“即托省师鸠工修之，重封马鬣，环以砖
墙”。宝堃还撰写了碑文，承志书丹，刻石
于墓前。碑今在夷园门南侧。

1984年，在张绍文等24位知名人士倡
议下，原临汝县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建纪
念堂和厢房各5间，大门一个，门额请楚图
南先生书丹“夷园”之名，并刻墓碑一块立
于墓前。从此刘氏墓园成了“夷园”。

2014年开始对夷园进行扩容，增加了
广场、游廊、书院等，成为风穴寺景区的重
要景点。

2018年元旦，景区对刘希夷墓冢进行
了修缮，李志军先生书写“唐代诗人刘希夷
之墓”刻石于墓前。

汝州崇诗尚文、尊师重教的淳朴民风，
虽始自周文王教化之王畿之地两周，与唐
代刘希夷的榜样力量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作者系汝州市融媒体中心主任编辑、
汝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出版有《风穴
寺探秘》《汝瓷的前世今生》《汝文化简论》
等书）

唐诗是唐代儒客文人用智慧砌垒起的一个文化高地。在唐诗的初、盛、中、晚四个阶段中，盛唐为时最短，其成就却最为辉煌，李白、王维、
孟浩然、杜甫、高适、岑参等才华横溢的诗人，生产出了诸多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诗篇。这就是为后人所艳羡的“盛唐之音”。

初唐汝州诗人刘希夷，没过而立之年而陨落，仅留下了28题35首诗作，多为脍炙人口的“传世品”，流露着年轻诗人在诗歌创作方面的豪
情和霸气，其题材之广泛、语言之清新、诗义之通俗，诗风和婉明丽、风流蕴藉，交融着情景韵理，对后世影响深远，无疑对大唐诗歌盛世的开启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盛唐出版的《正声集》誉之为初唐才子第一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吴相洲先生在《刘希夷历史地位重估》中指出：盛唐之
音骨力遒劲，兴象玲珑，神采飘逸，平易自然四项内涵，在初唐近百年诗歌发展历程中逐渐积累，众多诗人各有贡献，而刘希夷是唯一同时兼备
这四种风格的诗人，这使他成为初唐诗发展的总结者，他以实际诗歌创作，预示着盛唐之音即将到来。

初唐才子刘希夷 盛唐之音开启人

夷园刘希夷诗刻
刘墓唐柏三炷香。汝州画家张文崇作

夷园刘希夷纪念堂

□尚自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