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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句。这本来无可置疑, 但后人却有以为这首小

能写作此诗。杨广作有一首5早渡淮诗6 ¹, 最后

诗系宋人据秦观词改作, 托名隋炀帝而已, 其根
据是隋炀帝写不出这样精致而富于 情韵的诗。

两句为/ 会待高秋晚, 愁因逝水归0, 正可与此诗
相发明。

这实在是对隋炀帝的误解。

读这首诗, 我们的脑海里自然会出现这样一

在赏析这首小诗前, 我们先对它的两处异文

幅画面: 惨淡的夕阳就要落下去了, 暮色正从四

加以辨析。第一句, 莫士龙、
杨慎所引均作/ 寒鸦
飞数点0, 5艺苑雌黄6作/ 寒鸦千万点0, 明人王士

周笼起。清冷的风掠过一处高岗, 高岗上一匹倦
马垂首而立, 马背上坐着远离家乡的诗人, 他正

贞( 1526- 1590) 5艺苑卮言6卷三、清初文学家贺

无言地眺望着远方。远方的天空中, 一群游鸦匆

贻孙5诗筏6 亦引作/ 寒鸦千万点0, 其他 宋人笔
记、
诗话所引都是秦观的词句, 除5侯鲭录6、
5诗

匆飞过, 夕阳打在它们的羽毛上, 泛出寒冷的光。
下面是一片广漠的平原, 没有林莽, 没有山峦, 唯

人玉屑6作/ 寒鸦数点0外, 其他均作/ 寒鸦万点0,

有近处的一座小小的村庄, 孤独地卧在那里。然

可知隋炀帝这首诗的 第一句原应作/ 寒 鸦千万

而有一条小河傍着小村缓缓流过, 小村显出了安

点0, 盖 后人以为意境不 美, 据后 句而改。第四
句, 5笔 麈6 作 / 消 魂0, 5升 庵 诗 话6 作/ 销 魂0。

详; 此时此刻, / 鸡栖于埘, 日之夕矣, 羊牛下来0
( 5诗经#王风#君子于役6) , 小村现出了温暖。千

/ 消0与/ 销0, 音同义近, 消金为销, 故/ 销魂0往往

万点的寒鸦匆匆飞过, 它们一定是正在回巢吧?

也写作/ 消魂0, 二者并无实质的差别。据此, 我
们认为杨广这首小诗的原貌大致如下:

连这座孤独的小村也到了它一天中最温馨的时
刻, 炊烟袅袅, 流水潺潺, 鸡鸭入埘, 牛羊回圈, 劳

寒鸦千万点, 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 一

作的村人肩荷农具悠然归来。此情此景, 怎能不

望黯销魂。

让天涯羁旅的游子黯然销魂呢? / 日暮乡关何处

隋炀帝矫情饰貌、
好大喜功、
穷奢极侈、
荒淫
残暴, 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另一方面, 他又与陈

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0( 崔颢5黄鹤楼6) 古今游
子的心情该会是一样的吧?

后主等苟且偷安的小皇帝不同, 他原是颇希望有

这首诗并未点明写作时间, 但读完全诗, 我

所作为的, 实际上他也确实干出了一些了不起的

们很清楚它写的是诗人深秋时路途所见, 大概是

成绩。/ 炀帝爰在弱龄, 早有令闻, 南平吴、
会, 北
却匈奴, 昆弟之中, 独著声绩。
0(5隋书#炀帝纪6)

杨广从扬州回长安/ 每岁一朝0途中所写。这让
我们看到了一个做为人的真实的杨广。杨广从

即位之后, 敕修新律, 减文帝之苛政; 恢复学校,

少年时代开始, 过的就是戎马倥偬的生活。天下

倡进士之举业; 开凿运河, 强南北之沟通。他爱
读书, 能著述。这些是他作为一个帝王所能够而

一统之后, 杨广又开始了野心勃勃的夺嫡阴谋。
长年的远离家园, 持续的精神压抑, 任何常人都

且已经做到的事情。然而人们往往会发生这样

有疲惫厌倦的时候。或许此刻, 杨广感到了从未

的错觉: 帝王与常人是不同的, 所谓君权神授、
九

有过的凄凉与孤独, 人性的灵光一闪暂时遮蔽了

五之尊, 所谓钟鸣鼎食、
富贵荣华, 这些是常人所
难以企及的, 所以帝王与常人是不同的, 无论是

君临天下的豪欲, 他也向往宁静安详的常人生活
了。

生活还是思想。其实, 人们在这里忽略了一个最

这首小诗意境浑成。前三句皆/ 景语0, / 寒

重要的事实, 那就是帝王同样也是人, 他们也有
七情六欲, 也渴望人间温情。隋炀帝也是这样。

鸦0、
/ 流水0、
/ 孤村0、/ 斜阳0, 构成了一个平远、
萧瑟、凄清、
黯淡的境界。第四句/ 一望黯销魂0,

这首小诗当作于其即位之前, 而且极有可能作于

倏然峭拔, 一语点醒, 使我们明白了上面所写之

南方。开皇八年( 588) 冬, 杨广为行军元帅, 帅师

景乃是诗人望中之景, 为/ 有我之境0, 而/ 黯销

伐陈, 九年( 589) 春平陈。从开皇十年( 590) 十一
月起为扬州总管, 直到开皇二十年( 600) 十一月

魂0又分明来自江淹5别赋6中的名句: / 黯然销魂
者, 唯别而已矣!0 这就将望中之情挑明了, 望中

被立为太子, 杨广基本上都是坐镇江都, / 每岁一

所见, 令诗人忧从中来, 愁绪满怀。正所谓/ 一切

朝0。那么在他即位之前的这段时间里, 都有可

景语皆情语0( 王国维5人间词话6) 。此一句出,

¹

诸葛颖、
虞世南、蔡允恭、弘执恭各有一首5 奉和出颖至淮应令诗6 , 内容皆是 描写早渡淮水的 情景, 和的即 是杨广的 这首诗。

他们的诗题中都称/ 应令0 , 可知该诗作于杨广即皇帝位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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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全篇意象飞动, 境界全出, 正所谓/ 景以情合,

意境来说, 当然会有片面性。实际上, 这首诗所

情以景生0( 王夫之5夕堂永日绪论#内编6) , 情景
交融, 妙合无垠。

营造的意境、
抒发的感情以及所用的表现手法,
都与元人马致远的那首被誉为/ 秋思之祖0( 周德

除了善于/ 造境0 外, 诗人还很善于/ 造语0。

清5中原音韵#小令定格6) 的5天净沙# 秋思6 相

/ 寒鸦0之寒, 除了表明季节外, 还映现了诗人的

似, 很难说马致远没有受过隋炀帝的影响。秦观

心境之寒; 而/ 村0 之着/ 孤0, 又见出诗人远离京
国的孤独之感; 一个/ 欲0 字, 不仅写活了夕阳将

取此诗前二句入词已是众人皆知了, 而南宋词人
王炎有一首5浪淘沙令6, 起首一句就是/ 流水绕

落而又未落、悬于地平线上的景状, 而且让我们

孤村0; 元人杨果亦直接将/ 流水绕孤村0一句引

分明听到了诗人/ 日暮欲何之0的凄然感喟。
能写出这样一首意境优美、
语言圆融的诗的

入其创作的散曲[ 仙侣] 5赏花时6中, 虽然可能是
用秦观词句, 但其版权所有者却为隋炀帝无疑。

作者, 在盛唐以前是不多见的, 在隋代更是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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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t Emper or Suiyang and his Poem of Gazing into t he Wil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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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Notoriously known as a tyrant, Emperor Suiyang is, however, an outstanding poet . In an age of
literary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he himself excellently embodies the poesy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y. This article mainly examines the recording and circulating of his Poem of Gazing into the wildness and
appreciat es its art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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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闻一多说: / 5 隋遗录6 所载炀帝诸诗皆明 秀可诵, 然 系唐人伪 托。5 铁围山 丛话6 引佚 句- 寒鸦 飞数点, 流 水绕孤村. , 亦伪。
0
( 5唐诗杂论6 第 8 页) 罗宗强也说, 5 全隋诗6 录自5 笔麈6 的/ 寒鸦飞数点0 一首似为 伪作。( 罗宗 强、郝世峰 等编著5 隋唐五代 文学史6 ,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23 页) 曹道衡、沈玉成亦认为: / 秦观词好用成句, 但炀帝此诗, 意境词语均不似唐以前作品, 也有可能是
宋人据秦观词改作。姑存疑。
0 (5 南北朝文学史6 第 5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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