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Research

唐 诗 中 的 开 元 盛 世*
——兼谈后世诗人对姚崇的肯定和颂扬

石云涛

摘 要：唐玄宗开元年间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天下大治，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唐代诗人用

诗歌歌颂这一伟大的时代。安史之乱后盛世不在，但当时的繁荣景象却令后人眷恋，开元盛世时期社会安定、

万国来朝的局面，令唐后期的诗人深情追忆而形诸笔端。在唐朝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的道路上，姚崇具有独特

的贡献，他也成为后世人们热情赞颂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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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年间政治清明，经济迅速发展，天下大

治，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开元盛

世的出现，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一人之力，而

是唐朝自建立以来一百多年持续繁荣的结果，

是众多贤臣良将共同辅助之功。其中姚崇三度

为宰相，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良好基础，厥

功甚伟。诗人们在不同场合用诗歌描绘了这一

伟大的时代，玄宗君臣的文治武功受到诗人们的

赞颂，姚崇也成为后世人们热情赞颂的政治家。

一、开元盛世的辉煌局面

唐至开元时期进入繁荣昌盛的顶点，辽阔

的疆域、发达的经济、强盛的国力和繁荣的文

化，吸引着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生活在这

个时代的诗人有亲身的体会，他们用诗歌赞颂

这个伟大的时代。开元十三年（725年）为了“答厚

德，告成功”，举行“封泰山，禅梁父”的盛典［1］891①。

这是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时祭祀天

地的重大典礼，而为封禅大典使用的乐章谱写

的歌词，当然要极力渲染唐朝的文治武功，昭告

天地。四面八方万国入贡是皇威远被的典型表

现，因此也成为这些乐章的重要内容。张说《唐

封泰山乐章·豫和六首》其三：“相百辟，贡八

荒。九歌叙，万舞翔。”［2］918其六：“华夷志同，笙镛

礼盛。明灵降止，感此诚敬。”［2］919《唐封泰山乐

章·肃和》云：“奠祖配天，承天享帝。百灵咸秩，

四海来祭。”［2］919在祭祀祖先的仪式中，要把文治

武功告慰祖先。《唐享太庙乐章·永和三首》其

三：“信工祝，永颂声。来祖考，听和平。相百

辟，贡九瀛。”［2］920九瀛，九州与环其外的瀛海，泛

指海外各国。“贡九瀛”即令九瀛入贡。这里流

露出生活在开元盛世中的人们的自豪之情。

在各种节庆和重大活动中，玄宗君臣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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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诗唱和，在臣下奉和之作中，免不了称颂玄宗

功德，其中包括国家昌明万国来朝的盛况。王

维《奉和圣制天长节赐宰臣歌应制》云：

太阳升兮照万方，开阊阖兮临玉堂，俨

冕旒兮垂衣裳。金天净兮丽三光，彤庭曙

兮延八荒。德合天兮礼神遍，灵芝生兮庆

云见。唐尧后兮稷契臣，匝宇宙兮华胥

人。尽九服兮皆四邻，乾降瑞兮坤降珍。［3］1

诗中有云：“灵芝生兮庆云见。”据《旧唐书·玄宗

纪》记载，天宝七载（748年）三月乙酉“大同殿柱

产玉芝”。可知此诗作于当年八月五日。诗称

颂玄宗施政“彤庭曙兮延八荒”“尽九服兮皆四

邻”，八荒九服，包括国家内外。又如张说《奉和

圣制春中兴庆宫酺宴应制》云：“千龄逢启圣，

万域共来威。”［4］1793“春中”即仲春二月，朝廷举

宴，君臣唱和。张说奉使巡边，玄宗赋诗送行，

臣下奉和。贺知章《奉和圣制送张尚书巡边》

云：“荒憬尽怀忠，梯航已自通。”［4］1602“梯航”即

梯山航海，形容来自自古未曾通使的域外的使

臣，歌咏唐朝对外交往的扩大。地方朝集使入

京述职，归郡时玄宗写诗送行，大臣奉和。王维

《奉和圣制暮春送朝集使归郡应制》云：“万国仰

宗周，衣冠拜冕旒。”［3］200玄宗时经营西域的巨大

成就受到诗人的热情歌颂。杜甫《遣怀》云：“先

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将收西域，长戟破林

胡。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5］1449此诗作于

大历元年（766年），杜甫回忆年轻时与李白、高

适同游宋中的往事，先帝指玄宗。杜诗虽然批

判了当时朝廷穷兵黩武，但客观上也反映了玄

宗时国力的强盛和对外积极进攻的态势。敦煌

文书斯○二八九存无名氏诗一首，应该是产生

在这一时代的作品：

当身勇猛无敌，自有耽志皆从。神兵

开山拔剑，横行振地威风。会陵腾空沙漠，

终须永定西东。一去由来无敌，诸侯谁敢

争功！战马先驱北狄，扬兵后押西戎。南

蛮飘如落叶，东夏类似飞蓬。陇上曾经拔

剑，河边几度弯弓。是以名书竹帛，能令万

国皆通。［6］4016-4017

这是一种时代精神，一方面国家国力强盛，另一

方面士人向往立功边塞。以武力赢得四夷的臣

服，是举国上下共同的目标，似乎在唐代只有开

元盛世始能当之。

开元时对外交往扩大，与更多的国家建立

了友好关系，“万国皆通”“万国来朝”的景象频

频出现在诗人的吟咏中。王维《和贾舍人早朝

大明宫之作》云：“绛帻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

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3］177

卢象《驾幸温泉》云：“千官扈从骊山北，万国来

朝渭水东。”［4］3976杜甫《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

云：“方丈三韩外，昆仑万国西。建标天地阔，

诣绝古今迷……能事闻重译，嘉谟及远黎。”［5］220

这是在称颂张垍，也是在称颂大唐的声威。李

肱《省试霓裳羽衣曲》云：“开元太平时，万国贺

丰岁。”［2］6260 樊珣《忆长安·十月》：“忆长安，十

月时，华清士马相驰。万国来朝汉阙，五陵共猎

秦祠。昼夜歌钟不歇，山河四塞京师。”［2］3489李

岑《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云：“皇纲归有

道，帝系祖玄元。运表南山祚，神通北极尊。大

同齐日月，兴废应乾坤。圣后趋庭礼，宗臣稽首

言。千官欣肆觐，万国贺深恩。”［2］2881谢良辅《忆

长安·正月》云：“忆长安，正月时，和风喜气相

随。献寿彤庭万国，烧灯青玉五枝。”［2］3484 鲍防

《杂感》写的最为具体：“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

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

酒。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夕函关。雁飞

不到桂阳岭，马走先过林邑山。”［2］3485开头两句

说天下承平日久，外夷臣服，接着历数万国戎王

入贡物品，有良马、葡萄酒、荔枝等。唐诗中常以

汉代唐，字面上写汉，实际指唐。诗当作于安史

之乱之前，反映的是盛唐时万国称臣纳贡局面。

晚唐诗人郑嵎《津阳门诗》回顾开元盛世：

千秋御节在八月，会同万国朝华夷。

花萼楼南大合乐，八音九奏鸾来仪。都卢

寻橦诚龌龊，公孙剑伎方神奇。马知舞彻

下床榻，人惜曲终更羽衣。［2］6563

诗写唐玄宗生日宴会的盛况，不仅万国使节前

来朝贺，而且举行盛大的乐舞表演，各种杂技都

是来自域外的节目，如都卢、寻橦、剑舞、马舞，

还有《霓裳羽衣曲》的演奏。流传在敦煌的无名

氏《新合六字千文》，应是产生在玄宗时代的蒙

学文本，其中有对当时政治和外交方面良好局

面的歌颂：“三郎坐朝问道，无为垂拱平章。爱

育兆人黎首，臣服四夷戎羌，万国遐迩一体，八

唐诗中的开元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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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率宾归王。”［6］2362玄宗名李隆基，睿宗李旦第三

子，小名“三郎”，诗正是颂扬玄宗时代。

二、唐后期诗人对开元盛世的追忆

唐玄宗后期奢糜腐化，沉迷长生与美色，导

致奸相弄权，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终酿天下大

乱。经历了安史之乱，唐朝盛世不在，但当时的

繁荣景象却令后人眷恋。李白《古诗》第四十六

云：“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

峨横三川。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7］171杜甫

《忆昔》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

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皆丰实。九州

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

班，男耕女桑不相失。”［5］1163表达的就是这种情

感。开元盛世社会安定万国来朝的局面，令唐

后期的诗人深情追忆而形诸笔端。韦应物《骊

山行》写安史之乱前后社会形势的变化，其中歌

颂开元盛世：“君不见开元至化垂衣裳，厌坐明

堂朝万方……英豪共理天下晏，戎夷詟伏兵无

战。时丰赋敛未告劳，海阔珍奇亦来献。”［8］580元

稹《代曲江老人百韵》借一位老人之口回忆玄宗

时的社会状况：“万方来合杂，五色瑞轮囷。”“文

物千官会，夷音九部陈。鱼龙华外戏，歌舞洛中

嫔。”“山泽长孳货，梯航竞献珍。翠毛开越巂，

龙眼弊瓯闽。”［9］109-111通过今昔对比，诗人们表达

了对开元盛世的怀念和对安史之乱后江河日下

的惋惜。

杨贵妃与唐玄宗的爱情故事，出现在安史

之乱后唐人的诗咏中，成为盛世的象征。杜甫

《哀江头》诗云：

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景物生颜色。

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

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

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

在？血污游魂归不得！［5］329-331

该诗回忆杨贵妃陪玄宗游猎的场面，表达了对

盛世的怀念和对杨贵妃的同情：昭阳殿里第一

夫人陪伴明皇观猎的景象已成往事，一个繁花

似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这是诗人眼见当前的

离乱景象发出的哀叹。华清宫是玄宗和杨妃贵

同游之所，太平盛世之时杨贵妃每年冬天都陪

玄宗到华清宫泡温泉，因此华清宫游幸成为盛

世繁华的一种面相，路遇华清宫，看到这当年君

王游乐之地就想起那歌舞升平的年代。华清

宫，在诗人笔下成为唐王朝的缩影和时代的象

征。唐后期出现不少以华清宫、骊山为题的诗，

最著名的当是杜牧的《过华清宫》三首绝句：

其一：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其二：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其三：

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

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10］28

第一首诗写玄宗宠幸杨贵妃之深，为了满足她

喜食南海荔枝的心愿，驿骑快马加鞭递送，讽刺

之外，也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诗人途经骊山远

望华清宫时对盛世的缅怀。从长安回望葱翠如

绣的骊山，骊宫千门万户次第开启，与长安巍峨

的宫殿楼阁遥遥相对。千里而来的驿骑送来了

新鲜的荔枝，换来贵妃嫣然而笑，这不正是一派

令人向往的太平景象吗？第二首和第三首都在

强调他们的荒淫腐化丧送了一个万国笙歌的太

平盛世，其中充满惋惜之情。

虽然经历了安史之乱，但诗人没有忘记玄

宗君臣励精图治造就的辉煌盛世。吴融《华清

宫》云：“中原无鹿海无波，凤辇龙旗出幸多。今

日故宫归寂寞，太平功业在山河。”［11］1021其中表

现出对玄宗功业的肯定。李洞《绣岭宫词》云：

“春日迟迟春草绿，野棠开尽飘香玉。绣岭宫前

鹤发翁，犹唱开元太平曲。”［2］8302绣岭宫是华清

宫的别称。李洞生活在晚唐时期，开元盛世虽

然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但是人们仍然没有忘怀开

元盛世。当他经过华清宫时，还能听到老人们歌

咏开元年间太平盛世的歌曲。薛能《过骊山》云：

“丹雘苍苍簇背山，路尘应满旧帘间。玄宗不是

偏行乐，只为当时四海闲。”［2］6513他不同意玄宗游

幸骊山是追求享乐的说法，认为玄宗骊山华清

宫游乐是天下太平无事时的享乐，这是在肯定

玄宗享乐的正当性。

安史之乱以后，华清宫日益冷落，许多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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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路经此处，万千感慨油然而生。因此，对盛世

的缅怀，表现为对眼前荒凉冷落景象的哀叹，李

贺《过华清宫》云：

春月夜啼鸦，宫帘隔御花。云生朱络

暗，石断紫钱斜。玉碗盛残露，银灯点旧

纱。蜀王无近信，泉上有芹芽。［12］14

虽然是春天，却不见盎然春意和繁花似锦的景

象，听到的是如泣如诉的“啼鸦”，看到的是云烟

笼罩之下昏暗不清的朱漆的窗格，断壁残垣之

下紫色的像钱形的苔藓。那玉碗、银灯倒是故

宫的残迹，但碗中盛的是残露，银灯映衬着斑斑

点点的旧纱。玄宗当年入蜀逃往成都避难，故

被称为“蜀王”。给华清宫带来繁华的玄宗已经

杳无音信，泉上冒出水芹的新芽。全诗都是在

通过华清宫的荒凉写玄宗一去盛世不再。华清

宫虽然废弃，但也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卢纶

《早秋望华清宫中树因以成咏》云：“翠屏更隐见，

珠缀共玲珑。雷雨生成早，樵苏禁令雄。”［13］457可

知华清宫仍然禁令森严。因此，可以认为李贺

诗中那些具体的描写都是出于想象，这种想象

是由远望所见华清宫的残破引起的。

华清宫日益荒凉，唐王朝也日益衰落，华清

宫成为富有象征意义的建筑意象。卢纶《华清

宫二首》其一云：“汉家天子好经过，白日青山宫

殿多。见说只今生草处，禁泉荒石已相和。”其

二：“水气朦胧满画梁，一回开殿满山香。宫娃

几许经歌舞，白首翻令忆建章。”［13］408窦巩《过骊

山》云：“翠辇红旌去不回，苍苍宫树锁青苔。有

人说得当时事，曾见长生玉殿开。”［2］3052青苔蔓

延，苍苍宫树，封闭了一座昔日的离宫，诗人借

昔日曾入宫之人的追忆当年宫殿内豪华壮丽景

象，让人想象到那逝去的盛世年华。崔橹《华清

宫三首》其一：“草遮回磴绝鸣銮，云树深深碧

殿寒。明月自来还自去，更无人倚玉栏杆。”其

二：“障掩金鸡蓄祸机，翠华西拂蜀云飞。珠帘

一闭朝元阁，不见人归见燕归。”其三：“门横金

锁悄无人，落日秋声满渭滨。红叶下山红寂寂，

湿云如梦雨尘。”［2］6568还有崔涂《绣岭宫行》和无

名氏《骊山感怀》，都是凭吊华清宫的冷落，顿生

凄凉之感，流水依旧，面貌全非，秋烟荒草，歌钟

声断。

目睹眼前的荒凉，追忆昔日的繁华，有的诗

人通过今昔对比，表达今非昔比的感慨。骊山

山顶有朝元阁，中唐诗人权德舆《朝元阁》云：

“缭垣复道上层霄，十月离宫万国朝。胡马忽来

清跸去，空余台殿照山椒。”［14］107每年十月玄宗

驾幸骊宫，各国使节到此朝谒，高高的楼台殿阁

匝道回廊显示着帝国的威严，但如今再无繁华

热闹的景象。王建《温泉宫行》云：

十月一日天子来，青绳御路无尘埃。

宫前内里汤各别，每个白玉芙蓉开。朝元

阁向山上起，城绕青山龙暖水。夜开金殿

看星河，宫女知更月明里。武皇得仙王母

去，山鸡昼鸣宫中树。温泉决决出宫流，宫

使年年修玉楼。禁兵去尽无射猎，日西麋

鹿登城头。梨园弟子偷曲谱，头白人间教

歌舞。［15］12

许浑《途经骊山》云：

闻说先皇醉碧桃，日华浮动郁金袍。

风随玉辇笙歌回，云卷珠帘剑佩高。凤驾

北归山寂寂，龙 西幸水滔滔。贵妃没后巡

游少，瓦落宫墙见野蒿。［16］308

这两首诗都是前半写开元盛世时玄宗携杨贵妃

于华清宫沐浴温泉情景，一派盛世繁华景象；后

半写贵妃、明皇死后宫中的冷落荒凉。这样的

写法是唐后期不少诗人咏李杨故事诗的惯常结

构。又如温庭筠《过华清宫二十二韵》先写杨贵

妃专宠，玄宗淫游，极力铺写当时的歌舞升平景

象：“忆昔开元日，承平事胜游。贵妃专宠幸，天

子富春秋。月白霓裳殿，风乾羯鼓楼。斗鸡花

蔽膝，骑马玉骚头……屏掩芙蓉帐，帘卷玳瑁

钩。”后写安史之乱发生，玄宗入蜀，美人魂断，

华清宫冷落，只有温泉宫的水呜咽流淌：

不料邯郸虱，俄成即墨牛。剑锋挥太

皞，旗焰拂蚩尤。内嬖陪行在，孤臣预坐

筹。瑶簪遗翡翠，霜仗驻骅骝。艳笑双飞

断，香魂一哭休。早梅悲蜀道，高树隔昭

丘。朱阁重霄近，苍崖万古愁。至今汤殿

水，呜咽县前流。［17］139-143

今昔对比，令人感慨莫名。顾嗣立评此诗引冯

班云：“此篇著意只在开元盛时，禄山乱后便略，

与《华清》《长恨》不同。”［17］143这首诗与杜牧《过

华清宫》和白居易《长恨歌》不同之处，在于更多

地渲染安史之乱前的繁华和奢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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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今昔对比感叹唐朝衰败的诗，郑嵎

的《津阳门诗》最著名，这首诗长达二百句，借一

位老翁之口述今昔变迁，前半大量篇幅写开元

年间盛世繁华，后半篇写安史之乱以来的衰败，

“开元到今逾十纪，当初事迹皆残隳”；“昔年光

彩夺天月，昨日销熔当路岐”；“逢君话此空洒

涕，却忆欢娱无见期”［2］6561—6566。其他如杜甫《骊

山》、王建《华清宫感旧》、皇甫冉《华清宫》、张籍

《华清宫》、张祜《华清宫四首》、鲍溶《温泉宫》、

杜牧《华清宫》、罗邺《骊山》《温泉》等，大都是路

经骊山远望华清宫而作，包含着诗人们对繁华

已去的感伤和对昔日盛世的怀想。唐代离宫别

馆很多，凡有玄宗游踪之处，诗人们往往触景生

情，忆昔伤今，如元稹《故宫行》《连昌宫词》、韩

愈《和李司勋过连昌宫》、王建《过绮绣宫》等，虽

然写的不是华清宫，主旨却与上述诸诗相同，开

元盛世成为唐后期诗人期盼回归的梦想，实则

是一去不复返的时代。

三、诗人对姚崇的肯定和称颂

在唐朝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的道路上，姚

崇具有独特的贡献。相传吴兢撰《开元升平源》

写唐玄宗采纳了姚崇的十条建议，励精图治，铸

造了开元盛世的辉煌。从小说的内容可知，作

者将开元盛世的主要功绩归于姚崇②。虽然小

说的内容未必完全符合史实，但主题却反映了

唐人的观点，在唐朝走向开元盛世的进程中，姚

崇功不可没，他也因此受到诗人的肯定和颂

扬。姚崇是以门荫入仕，初以挽郎解褐，后迁兵

部郎中。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发动

叛乱，侵扰河北，连陷数州，军务繁杂。姚崇剖

析若流，表现出杰出的才干，得到武后赏识，擢

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又迁兵部尚书，列位宰

相。中宗神龙元年（705 年），协助张柬之发动

“神龙革命”，清除张易之兄弟及其党羽势力，扶

植中宗即位，受封为梁县侯。因同情武则天，出

任毫州刺史。睿宗时又入为中书令，兴利除弊，

甚有作为。因不肯依附太平公主，出为申州刺

史。玄宗亲政，入相，拜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

迁中书令，封梁国公。他提出的“十事要说”为

玄宗所采纳，可视为开元年间的施政纲领。他

力主：实行新政，推进社会改革；整顿吏治，选官

得才；抑制权贵，发展生产。此为开元盛世的出

现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他执政三年，

被誉为“救时宰相”，与房玄龄、杜如晦、宋璟并

称为“唐朝四大贤相”。

作为“开元盛世”的开创者之一，姚崇的才

能、人格和政绩受到后人的称颂。李巽《驳尚书

右仆射郑珣瑜谥议又议》云：“姚元崇、宋璟、刘

幽求，或辅相一代，致理平之化；或忘身徇难，成

中兴之业。”［18］2365崔群《论开元天宝讽止皇甫镈

疏》云：“元宗初得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

休、张九龄则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

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18］3739崔植《对穆宗

疏》云：“明皇守文继体，尝经天后朝艰危，开元

初得姚崇、宋璟，委之为政。此二人者，天生俊

杰，动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于道。”［18］3160《旧唐

书·列传第四十六·姚崇宋璟传》史臣论曰：“履

艰危则易见良臣，处平定则难彰贤相。故房、杜

预创业之功，不可俦匹；而姚、宋经武、韦二后，

政乱刑淫，颇涉履于中，克全声迹，抑无愧焉。”

又赞曰：“姚、宋入用，刑政多端。为政匪易，防

刑益难。谏诤以猛，施张用宽。不有其道，将何

以安？”［1］3037《新唐书·列传第四十九·姚崇宋璟

传》赞曰：“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

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

已。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

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

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

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呜呼！崇劝天子不求

边功，璟不肯赏边臣，而天宝之乱，卒蹈其害，可

谓先见矣。然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

房、杜，后称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盖难矣

夫！”［19］4395《资治通鉴》云：“姚、宋相继为相，崇善

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

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

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

焉！”［20］6725苏辙论姚崇云：“玄宗初用姚崇、宋璟、

卢怀慎、苏颋，后用张说、源乾曜、张九龄；宪宗

初用杜黄裳、李吉甫、裴垍、裴度、李绛，后用韦

贯之、崔群。虽未足以方驾房杜，然皆一时名臣

也，故开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几于贞观。”［21］1266

又云：“开元之初，天下始脱中、睿之乱，玄宗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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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政事，姚崇、宋璟弥缝其阙而损其过，庶几贞

观之治矣。”［21］1268-1269人们把开元盛世与贞观之

治相提并论，同时把姚崇、宋璟与贞观贤相房玄

龄、杜如晦并称，他们辅助明君治世，打造了大

唐的盛世辉煌。

在开元盛世的天空中，围绕励精图治的玄

宗皇帝聚集了一大批政治明星，姚崇是最耀眼

的明星之一。对于姚崇的贡献，唐代诗人给予

了充分肯定。他在世时受到武则天的赏识，武

则天有《赐姚崇》一诗：“依依柳色变，处处春风

起。借问向盐池，何如游浐水？”［22］377诗作于长

安二年（702年），时姚崇按察蒲州盐池事返，武

后赐以此诗，其中包含着对姚崇辛苦盐池事务的

慰问。与姚崇同时代人韦元旦有《五言奉和姚元

崇相公过栖岩寺诗》云：“岩突金银台，登攀信美

哉！白林丛万壑，珠缀结三台。应物尽标胜，冥

心无去来。惍明巾铁柱，长欲助盐梅。”［22］375“盐

梅”指盐和梅子，一味咸，一味酸，均为调味所

需，比喻治理国家所需的贤才，此乃对姚崇的赞

赏，说他以杰出才能常欲效命国家，助君王治

世。姚崇去世，张说奉敕撰《姚崇神道碑》，其铭

文是一首长篇四言诗，对姚崇一生功业进行了

热情洋溢的赞颂：

源深自虞，派别从吴。避地鲁陕，居家

洛都。神明远契，岳渎冥符。翊圣斯偶，生

贤不孤。仁将勇济，孝与忠俱。学刃攒植，

文锋迅驱。才安卑位，即骋长途。唯实唯

有，若虚若无。再三军国，一二 谟。戎柄

尤重，王纶最枢。兼司任切，久政荣殊。黻

藻弥焕，丹青靡渝。以宽容物，以鉴分区。

外或行放，中恒礼拘。箴虽缄口，诤亦忘

躯。但睹浑璞，谁详瑾瑜。伊皋尺寸，管乐

锱铢。名正身遂，言诚愿孚。方辞汉禄，更

辱齐组。既积而散，穷欢尽娱。川归东极，

日去西晡。上恻旒扆，旁悲路衢。蓝田美

玉，荔浦明珠。载广休庆，爰宏典谟。丰碑

乃立，盛业其铺。帝念频轸，仙毫特纾。镌

金刻石，凤篆龙图。七曜光动，三泉泽濡。

铨能叙事，理郁词敷。求旧铭实，惭殚恧

芜。缅思云雾，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

以逾。延陵之墓，空此呜呼，存没终始，遐

哉邈乎！［23］744-745

姚崇并非完人，史载其子代人请托，收受馈遗，

姚崇为之请托；其庇护中书省主书赵侮受胡人

珍遗案，为唐明皇不悦，曾被人非议。这里把

姚崇写成了一位十全十美的君子，乃是碑志之

类文字的体例特点，却也反映了姚崇在当时人

们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这可以说是后人用诗

的形式对姚崇最全面的一个评价。其后人们

不仅把姚崇、宋璟并称，把他们与创造了贞观

之治的唐初宰相房玄龄、杜如晦并称，还把姚

崇、宋璟与李林甫、杨国忠相比，用姚崇、宋璟

等人的贤明衬托李林甫、杨国忠的奸佞。诗人

称颂开元盛世，归功于姚崇、宋璟为相的政绩，

而把安史之乱的祸源归结为李林甫、杨国忠的

乱政。元稹《连昌宫词》云：“姚崇宋璟作相公，

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

无兵戎。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公。

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

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

稀忆得杨与李。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

疮痏。”［9］271-272 在诗人笔下，李林甫和杨国忠葬

送了姚、宋创造的盛世局面。晚唐诗人贯休仰

慕姚崇的为人，有《续姚梁公座右铭》一文［24］227。

其《读玄宗幸蜀记》诗云：“宋璟姚崇死，中庸遂

变移。如何游万里，只为一胡儿。泣溻乾坤

色，飘零日月旗。火从龙阙起，泪向马嵬垂……

因知纳谏争，始是太平基。”［24］435-436他们都把唐

朝的兴盛归因于姚崇、宋璟的辅政，唐王朝由

盛转衰和安史之乱的发生归因于李林甫和杨

国忠的得势弄权。

后世不少诗人都曾写诗赞美姚崇，如宋代

欧阳修《答朱采捕蝗诗》、李清照《浯溪中兴颂诗

和张文潜》、陆游《宏智禅师真赞》、田锡《华清宫

词》、徐钧《姚崇》、陈普《卢怀慎》、曾丰《谢广东

经略潘直阁间分贶李济墨》、王十朋《开元往事

感伤中》、刘克庄《张说》，清代袁枚《再题马嵬

驿》、魏裔介《寄魏环极光禄》、严遂成《杨文襄》、

张洵佳《秋斋杂感》、刘怿《雪夜寄怀》、朱彝尊

《满庭芳·春暮入云门山赠月公》等，这些诗里都

有称颂姚崇的才能、人格和功业的内容，他们都

为姚崇的离去造成唐朝的衰落感到惋惜。这说

明姚崇在唐朝历史上的重要贡献、地位和作用

是古今共识。唐玄宗、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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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是开元盛世的缔造者，诗人们对开元盛世

的歌颂都包含着对姚崇的颂扬。

注释

①封禅：封为祭天，指皇帝登泰山筑坛祭天；禅为祭地，指

在泰山下的小丘除地祭地，古代帝王祭天地的大典，又称

封祀、封峦、封岳。最早见于《管子·封禅篇》，《史记·封禅

书》引用其中的内容，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指出封禅的

目的，在泰山顶上筑圆坛以报天之功，在泰山脚下小丘之

上筑方坛以报地之功。梁父，山名，泰山下的一座小山，

在今山东省新泰市西。②关于《开元升平源》的作者，《唐

书·艺文志》作陈鸿，《宋史·艺文志》作吴兢。《资治通鉴》

的作者司马光云：“果如所言，则元崇进不以正。又，当时

天下之事，止此十条，须因事启沃，岂一日可邀！似好事

者为之，依托兢名，难以尽信。”（《资治通鉴考异》卷十二）

鲁迅说：“疑此书本不著撰人名氏，陈鸿、吴兢后来所题。

二人于史皆有名，欲假以增色耳。”（《唐宋传奇集·稗编小

缀》）故鲁迅不以史书目之，而视之为小说，收入《唐宋传

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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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lourishing Age of Kaiyuan in Tang Poetry：
Also on the Later Poets’ Affirmations and Praises to Yao Chong

Shi Yuntao

Abstract: During the Flourishing Age of Kaiyuan of Emperor Xuanzong of the Tang Dynasty，with the politics
clear，the economy prosperous，and the world under great governance，the Tang Dynasty entered its heyday，known as the

“The Flourishing Age of Kaiyuan” in history， which was often eulogized in the poems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Flourishing Age was gone after An Shi Rebellion，but its prosperity made later generations nostalgic. The prosperous
scenery of social stability and the congratulations from all nations left affectionate recollections and praises in poems of
the late Tang Dynasty. Yao Chong made unique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Tang Dynasty step by step，so he
became a politician warmly praised by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Emperor Xuanzong of Tang Dynasty; the Flourishing Age of Kaiyuan; Tang Poetry; Yao C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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