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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路唐诗边域书写中的中原中心叙事*

吴淑玲

摘 要：先秦儒家经典文本中的中原中心主义表现为强调“中国”的正统地位和对“夷狄”的排斥。唐代文

化观念开放，视夷狄为兄弟，不排斥四夷，但中原中心的观念并没有消退。在驿路唐诗的边域书写中，唐代诗人

以中原中心为比照，写出了走向边域对中原士人内心的冲击：一是耳闻目睹的环境差异带来的异域感觉使士人

体味到的与中原中心的疏离；二是远离熟悉的人际关系之后所带来的陌生、寂寞、恐惧和孤独；三是抛荒置远后

因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强烈的心理落差。由于中原中心所起的作用，诗人们在边域书写中更多关

注他们所不适应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从而给唐诗描写带来了陌生美、狞厉美、感伤美，形成了唐诗边域书写

与一向被认可的高华爽朗的唐诗主基调不一样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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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中心，是先秦儒家经典文本中边域书

写所突出的核心精神，是汉代大一统帝国形成

后共有的人文主义倾向，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南

北之间反复书写和争夺的话语权之一。先唐时

期，中原中心主义的典型体现就是华夷之辨，所

谓“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1］，“微管仲，吾

其被发左衽矣”［2］138，“今也南蛮 舌之人”［2］239，

都体现着先秦儒家经典轻视四夷的价值取向。汉

代虽有司马迁主张天下一家，但在南越王尉佗

心中自己仍是“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3］。《汉

书》称汉代天下是承平之业，“匈奴称藩，百蛮宾

服”［4］。东晋南迁，不仅是一次人口大迁徙，更

是一次文化大迁徙，中原人才和中原文化也随

之南迁，此后南北朝时期一直是南方文化比北

方文化更为发达，故南方自视为华夏文化的继

承者。北方虽缺乏人才，却因为地理优势自认

为是中原正统。在中原中心观念的驱使下，四

夷被视为蛮荒之地，以致中原常有以夏化夷思

维。正如于逢春所概括的：“自秦帝国横空出世

至晚清辛亥之役，2000多年来，古代中国的世界

帝国体制，辅之以‘华夷之辨’‘内中国而外夷

狄’的理念，使得中华帝国在政治地缘上始终衍

生着一个长久的中心与恒远的外围，进而在意

识形态上，逐渐生成‘中原中心主义’，并长时段

地主导着古代乃至近代中国的内政及对周边事

务的政策走向。”［5］其实不仅政治，在文学书写中

也一样有中原中心主义影响着文人的创作。

唐朝统治者有着比较开放的华夷一家的思

想，不再追求华夷之辨，但在中国这个儒家思想

深厚、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国度，中原、京都，依然

是人们心目中的中心。唐代诗人大多都有京都

生活的经历，京都情结是他们永远的追求；乡土

则是农业文明国度的人们永远牵挂和无法忘怀

的地方。而从中原走向边域的诗人们，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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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心走向边缘、从繁华走向偏僻、从安适走向

动荡的多层转变，这种转变既是地域的、自然

的，也是身体的、心理的。对于这种变化，诗人

们都能在稍微沉潜后，以中原中心来审视边域

生活，呈现其异域特质。

一、环境变迁的对比：疏离感

唐人的边域范围大体上包括北方长城以北

的地区，南方五岭以南的地区，西南剑南及以南

地区，西北武威、张掖、敦煌及以西以北地区，这

些都属于边域范畴。从中原到边域，环境变化

的对比尤为明显。西北和北地边塞，苦寒、风沙

尤为突出；南部边域，苦热、烟瘴尤为明显。从

中原去往边域的诗人，在描写沿途所见所感之

时，会出现与中原场景的直接对比性描写，但更

多时候是内心情感及情绪的对比，即描写中并

不出现中原场景。而是通过心理的转变来进行

暗自对比。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边域地理气候

的独特性得以突出，而且彰显出诗人们与中原

的疏离感。

一是直接的环境对比。边域环境与中原的

环境不同，会使从中原走向边域的诗人们感受

到与所在环境的陌生和疏离。他们往往直接在

完全不同的环境对比中凸显边域环境的恶劣，

表达自身的不适。驿路送别诗的诗人们则通过

想象异域环境给人带来的疏离感，传递对友人

或亲人的牵挂。如崔湜的《边愁》：

九月蓬根断，三边草叶腓。

风尘马变色，霜雪剑生衣。

客思愁阴晚，边书驿骑归。

殷勤凤楼上，还袂及春晖。［6］663

该诗为上六下二式结构，即前六句着眼点均在边

域，首联边域草断叶枯的自然景色，颔联边关戍

卒器用的变化，颈联边关戍卒等待驿使传书的内

心愁苦，至尾联，兜住上六句，写京城内凤楼上，

陪王伴驾者衣袖上都沾着春日的光辉。“春晖”比

喻天子的恩情。而边关之人却风雪凄凉，无人问

津。在对比中体现出统治者对边关关注甚少的

情况，透露出出征士卒们人生的悲凉。

再如李峤的《和麹典设扈从东郊忆弟使往

安西冬至日恨不得同申拜庆》：

玉关方叱驭，桂苑正陪舆。

桓岭嗟分翼，姜川限馈鱼。

雪花含□晚，云叶带荆舒。

重此西流咏，弥伤南至初。［6］698

诗题中的“扈从东郊”点出了此诗的驿路诗歌性

质。所谓冬至大如年，在唐朝，冬至时不仅国家

有大型祭祀活动，各家各户也都进行各种盛装

跪拜活动。典设，是唐代东宫典设局官名。麹

典设，名不详。其弟到安西，而他随同太子到东

郊过节，故冬至日不得与弟弟共同盛装过节，他

因此感到特别遗憾，遂写出一首思弟诗。李峤

读其诗，感同身受，写此和作。这首诗采用中原

与边域对比的写法，每一联都关注麹典设弟弟

所在地和麹典设自己，将兄弟俩人遥相挂念之

意传达得非常到位。首联起句写麹典设弟弟正

在玉门关外纵马驰骋，对句写麹典设正在陪太

子游览桂苑；颔联起句叹麹典设与弟弟分手，对

句惜麹典设被距离限制有鱼也不能与弟弟同

享；颈联起句写麹典设弟弟所在之处雪花飞扬，

对句说麹典设这里尚有树叶舒张，是两种完全

不同的生活环境。结尾表达临流伤感之意，是

李峤替麹典设伤感兄弟不团聚。

又如岑参的《轮台即事》：

轮台风物异，地是古单于。

三月无青草，千家尽白榆。

蕃书文字别，胡俗语音殊。

愁见流沙北，天西海一隅。［7］489

岑参到轮台，感受到这里不一样的环境、风俗、

语言。诗歌首句即点明“风物异”，而这“异”自

是与中原的不同。接着便述说这里的“异”：三

月，中原正是春暖花开时节，而这里连青草都不

见；写东西用蕃书，说话是胡语。完全陌生的环

境，令诗人深切体味到何谓天涯海角。诗中虽

然没有直接描写中原的情况，但因其首句已经

点明“轮台风物异”，“异”字点明是对比的结果，

是以中原中心介入对边域景物的描写。

又如盛唐诗人王翰的《凉州词》其二：

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

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6］1605

王翰是到过边塞的诗人，亲身体验了边塞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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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的不同。首句“秦中花鸟已应阑”展示中原春

天已尽的景象，是将中原作为对比的底色，比出

了塞外的风沙中依然寒气袭人的不良天气。正

是在这样极寒的夜晚，“折杨柳”的胡笳曲声声

响起，把边关人的思绪拉回秦中，类似萧绎“杨

柳乱成丝，攀折上春时。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

迟”的语句，不由使远在边关的人忆起长安的春

花秋月。

再如戴叔伦的《边城曲》：

人生莫作远行客，远行莫戍黄沙碛。

黄沙碛下八月时，霜风裂肤百草衰。

尘沙晴天迷道路，河水悠悠向东去。

胡笳听彻双泪流，羁魂惨惨生边愁。

原头猎火夜相向，马蹄蹴蹋层冰上。

不似京华侠少年，清歌妙舞落花前。［6］3070-3071

这首歌行体诗歌共十二句，前十句都是写边域

生活的环境艰苦、生活艰难，用了很多词语进行

铺排，至诗歌最后冒出两句“不似京华侠少年，

清歌妙舞落花前”，将中原生活和边域生活的完

全不同呈现在眼前。同样是舞刀弄枪，但一方

受尽苦楚，一方享尽繁华，人生际遇天壤之别，

差距实在太大。

直接的环境对比，以中原为底色，这个底色

是美丽、富足、温柔，而让读者直接感受到大唐

边域生活与中原或京都生活的完全不同，从而

加深对边域生活艰难困苦的理解。

二是潜在的环境对比。在唐代诗人书写边

域环境的诗歌中，有些从表面看只是在写边域

环境，但往深处究，则是时时以京都、故乡的自

然环境、人文环境为比照，将边域与京都、家乡

的差异呈现在读者面前。在突出边域特色的同

时，暗含对家乡或京都深沉的眷恋。如宋之问

《入泷州江》中的几句：

海穷南徼尽，乡远北魂惊。

泣向文身国，悲看凿齿氓。

地偏多育蛊，风恶好相鲸。［6］651

“南徼”即南部边陲。前两句说自己走到了南部

边界的尽头，因为离故乡太过遥远而让自己思

念北方的心魂震惊不已。后面四句即着笔于南

方文化风俗，但一“泣”一“悲”见出诗人面对所

写景物的伤感，“文身”“凿齿”“育蛊”都是中原

人心目中荒蛮、落后、狠毒、不仁等不符合文明

社会礼仪教化的代名词，文身为衣、凿齿为美、

养蛊害人，都是恶风恶俗，着实让宋之问有些难

以接受，因为他心目中的美是礼仪教化下的宽

袍长袖、巾带冠服、仁义礼让。

再如杜审言的《旅寓安南》：

交趾殊风候，寒迟暖复催。

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

积雨生昏雾，轻霜下震雷。

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6］734

杜审言的家乡在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这首

诗写安南气候时，处处以故乡为比照，虽然故乡

的风物特点并没有出现，但所写均是安南与故

乡的不同：首联是说安南没有故乡那样春夏秋

冬的四季变化，寒冷还没有到来，暖意已经登

场；颔联说仲冬时节，安南竟然有果子还在成

熟，正月里，安南却遍地野花；颈联写安南下点

雨就雾气昭昭，应该有霜的时节却雷声阵阵。

在杜审言心里，故乡一年中四季变换明显，春华

夏绿秋实冬雪，而此地却常年如一。杜审言习

惯了四季分明的日子，潜意识里不认同也不适

应这样的环境，因此倍加思念故乡。

又如李益的《度破讷沙》其一：

眼见风来沙旋移，经年不省草生时。

莫言塞北无春到，总有春来何处知。［6］3224

这首诗又名《塞北行次度破讷沙》，是李益经过

鄂尔多斯高原北部的库布齐沙漠（古称“破讷

沙”“库结沙”“普纳沙”）遇上沙尘暴所写。此诗

写到沙尘暴时沙子大面积移动的情形，写到这

里常年寸草不生的情况。由于寸草不生，沙漠

的春夏秋冬变化不大，无非是一望无际的沙海

罢了。诗人心中也希望沙漠有春日美景，但却

没有人见过这座大沙漠何时有春天景色。很显

然，诗人是在心中描摹了中原春天的景色，并与

这里的春天进行对比，突出了这里的荒漠、凄凉。

再如张籍的《泾州塞》：

行到泾州塞，唯闻羌戍鼙。

道边古双堠，犹记向安西。［6］4349

这首绝句是诗人到边域的所见所感，一两个字

的选用暴露了诗人的内心世界。泾州古城，在

今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城北，近金城（今甘肃兰

驿路唐诗边域书写中的中原中心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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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地界，已经有边塞景象。诗人到这里，只听

到羌笛和戍守的鼓鼙，看到的是路边用以报警

的烽燧在传递着安西往来的信息。这一切，与

中原男耕女织、市买市卖的景象完全不同，“唯

闻”两字，可见诗人心中想到的绝不只是羌笛和

鼓鼙，“犹记”两字，是说从来没有忘记，可见道

边“双堠”与边塞牵连紧密。“唯”“犹”两个虚字，

说明诗人心中在对比着边关与中原的不同。

晚唐诗人聂夷中，并未到过北部边塞，但其

《闻人说海北事有感》所写海北路途景色如同亲

见，字字句句都是在与中原的对比中展开：

故乡归路隔高雷，见说年来事可哀。

村落日中眠虎豹，田园雨后长蒿莱。

海隅久已无春色，地底真成有劫灰。

荆棘满山行不得，不知当日是谁栽。［6］7301

诗歌前两句交代是别人在归路中，接下来的六

句都是代人立言，写归乡人所见的海北境况：村

落里虎豹眠卧，田园里蒿莱荒芜；海北不见春天

景色，到处都有遭受过劫掠的痕迹；荆棘满山，

遮途挡路，完全没有人迹。可见海北荒芜已久，

与中原乡村密集、生活安宁的社会完全不同，是

唐王朝无心经营海北的真实写照。

潜在的对比，虽然没有将京都的情形书之

字面，但字里行间都能够触发读者的想象，丰

富 作 品 内 容 ，给 读 者 带 来 更 加 丰 富 的 阅 读

空间。

在这两种环境对比中，人在边塞，心在中

原，陌生的环境与熟悉的场域彼此交织，表现了

心中的留恋与向往，传达了身之所在与心之所

留恋之间的渐行渐远，在“教人意气忆长安”的

无奈中，感受“总有春来何处知”的疏离中原中

心的落寞和感伤。

二、人际关系的对比：孤独感

人在熟悉的地方，有朋友，有亲人，有希望

结交的对象，有可能提拔自己的上司或达官，一

切都充满了和谐、希望，纵使有些许不如意，也

可随时化解。但边域的生活完全不同，陌生的

生存环境和人际关系，“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

受，随之而来的是陌生、寂寞和恐惧。若人际关

系的变化向好的方向发展，尚能生出希望，否则

将是满心失落，陷入无限的孤独中。如神龙逐

臣宋之问《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

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

逐臣北地承严谴，谓到南中每相见。

岂意南中岐路多，千山万水分乡县。

云摇雨散各翻飞，海阔天长音信稀。

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6］626

此诗写于端州驿，信息很多：从诗题可以看出，

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王无竞都是此次被严

遣南荒之人，可见在京都他们是一伙的，共有过

热闹和繁华，故而宋之问还做着到南方仍能常

常相见的梦。中间两联则写他内心的失落，南

中多歧路，让他与同伴们风流云散，音信难通。

从日日吟诗对赋、歌酒流连的京都“圈子”生活

突然变为一个人踽踽独行，只能在驿站墙壁前

看一看这一群人的驿壁题诗、忍受着随时可至

的死亡威胁。这种巨大的反差确实让人心生怜

悯——尽管我们知道他们攀附张氏兄弟时很令

人不齿，但诗歌本身的朋友情谊令人感慨。

神龙逐臣沈佺期被贬到 州（今越南安城

县）后，写有《三日独坐 州思忆旧游》，对自己

人际关系的巨大变化体味颇深：

两京多节物，三日最遨游。

丽日风徐卷，香尘雨暂收。

红桃初下地，绿柳半垂沟。

童子成春服，宫人罢射鞴。

禊堂通汉苑，解席绕秦楼。

束皙言谈妙，张华史汉遒。

无亭不驻马，何浦不横舟。

舞籥千门度，帷屏百道流。

金丸向鸟落，芳饵接鱼投。

濯秽怜清浅，迎祥乐献酬。

灵刍陈欲弃，神药曝应休。

谁念招魂节，翻为御魅囚。

朋从天外尽，心赏日南求。

铜柱威丹徼，朱崖镇火陬。

炎蒸连晓夕，瘴疠满冬秋。

西水何时贷，南方讵可留。

无人对炉酒，宁缓去乡忧。［6］1050

这首诗在浓郁的两京情结中展现环境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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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重要的是人际关系变化的对比。当年两京

的生活，丽日晴风、红桃绿柳、童仆服侍、同道聊

谈，热闹繁华，无以复加。从“谁念招魂节，翻为

御魅囚”开始写完全不同的生活，朋友难以互相

联系，只有日南的炎热和瘴疠相伴，连喝酒也无

伴可寻。巨大的孤独感使诗人去国离乡的忧愁

无法消除。一句“朋从天外尽”写出了到达南部

边域的人际关系的完全不同，可见人在落难时

内心的悲哀。最后的“无人对炉酒，宁缓去乡

忧”与“束皙言谈妙，张华史汉遒”对比，写出了

诗人今夕的孤单寂寞与往昔的热闹充实之间的

巨大差异，凸显了诗人极度的孤独。

盛唐边塞诗人岑参的边塞作品虽然激昂、

热烈、积极，但面对完全不同的人际关系，他也

颇感不适，其《安西馆中思长安》：

家在日出处，朝来起东风。

风从帝乡来，不与家信通。

绝域地欲尽，孤城天遂穷。

弥年但走马，终日随飘蓬。

寂寞不得意，辛勤方在公。

胡尘净古塞，兵气屯边空。

乡路眇天外，归期如梦中。

遥凭长房术，为缩天山东。［7］252-253

这首诗通过“风从帝乡来”将思绪拉向长安，通

过希望与家人通信却不能，见出诗人对家人的

思念。与家人之间的血肉亲情，是诗人温暖和

柔软的地方。接下来“绝域地欲尽”四句写自己

终日奔走在不见人烟的绝域，常年生活在马背

上，完全失去了人际交往，更别说想知晓亲人的

信息了。这种完全不同的人际关系把家乡与边

关作为了对立面，让“寂寞不得意”成为了诗中

的突出点，为表达不得不“辛勤方在公”的并不

适意的生活提供了心理基础，也为思乡恋家找

到了充分的理由。

被贬边州的人，其人际关系的变化主要是

孤独、难以见到故人，自身被抛荒置远，能够见

到的往往除了动植物别无其他，偶尔见一人，也

是感慨万千，如张说的《石门别杨六钦望》：

燕人同窜越，万里自相哀。

影响无期会，江山此地来。

暮年伤泛梗，累日慰寒灰。

潮水东南落，浮云西北回。

俱看石门远，倚棹两悲哉。［6］971-972

这里表现了诗人在一个叫石门的地方与杨钦望

相见并相别的伤感。张说，祖籍范阳，故称“燕

人”，由此知杨钦望亦是燕人。盖俩人均是被

贬，故称“同窜越”。此地分别，张说深知俩人再

无可能相会。“泛梗”为用典，据《战国策·齐策

三》故事：“有土偶人与桃梗相与语。桃梗谓土

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为人，至岁八

月，降雨下，淄水至，则汝残矣。’土偶曰：‘不然，

吾西岸之土也，土则复西岸耳。今子，东国之桃

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

去，则子漂漂者将何如耳。’”［8］后人因此以“泛

梗”比喻漂泊，可见此时张说对晚年漂泊南方之

伤感。“累日慰寒灰”则写自己安慰自己已死之

心。接着写俩人的方向，一个东南去，一个西北

行，都是渐渐离开石门，只能在船上倚着船桨伤

感了。这与当年京都的生活也形成鲜明对比。

荒凉、寂寞、孤独，总而言之是见不到人，与

帝王、朋友、亲人天遥地远，离开了“圈子”的诗

人，也就远离了同僚朝天的荣宠、呼朋唤友的热

闹、亲人陪伴的温馨，留下的只有踽踽独行、步

履沉重的远行者的身影。在与曾经的温馨生活

的鲜明对比中，这些远至边地的人在内心深处

生出对曾经生活的无限渴望，也就越发感受到

独自远赴遥边的孤独和寂寞。

三、心理落差的对比：失落感

在唐代的驿路诗歌里，有志于疆场建功立

业的人，来到与中原完全不同的环境里，因为内

心已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不会有特别强烈的

反应，比如陈子昂到西域，一心所想是唐王朝应

该怎样经营西域，故而内心充溢的是国家责任

和人生理想，环境的变化对他没有影响。而因

为贬谪、流放等原因被迫走向边域的人，却往往

因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中原的辉煌与边域的

落寞完全不同，心理落差往往会非常大，他们往

往通过景物对比反映内心深处的情绪变化，将

所有的失落公之于众，以引发同情和关注。

初唐时期的沈佺期，因趋附张易之，流放

驿路唐诗边域书写中的中原中心叙事

117



2022年第 5期

州。在去往安南的路途上，心理落差极大，因此

他难以接受被贬遥边的现实。但他并没有检讨

自己人生的问题，而是在曾经的风光和今日的

流落对比中感慨万千，其《遥同杜员外审言过

岭》云：

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

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

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

两地江山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6］1043

诗题是“过岭”，“岭”即大庾岭，这是唐人去国离

乡的重要分界线。过此岭，在唐人心目中，回归

就是奢望，所以沈佺期不由得想起曾经在洛阳

时的风光。他本是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又在

京都（当时是洛阳）为官，且在武则天红人张易

之兄弟庇护下，生活得意至极，而因受张易之兄

弟事牵连被贬 州，生活可谓完全从天堂跌至

地狱，故而他用“洛浦风光”对“崇山瘴疠”，用

“何所似”说洛阳生活的极其繁华热闹，用“不堪

闻”写途经之地的令人难以忍受。颈联则接着

写途经之地的内心伤痛，“南浮涨海”让自己找

不到自己的位置，“北望衡阳”则羡慕大雁尚能

至衡阳而止，衬托自己人不如雁的悲哀，这是极

其失落的内心世界的景物表达。尾联表达对重

谒圣明君的渴盼，其实是盼望被赦的内心世界

的含蓄表露。

宋之问南贬途中写有《途中寒食题黄梅临

江驿寄崔融》，把被贬前后的心理落差写到了伤

断愁肠：

马上逢寒食，愁中属暮春。

可怜江浦望，不见洛阳人。

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

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6］640

首句点明路途，次句点出时间。颔联“可怜”一

词引发同情，“江浦”写所处南荒，对比洛阳京

都，将记忆中的繁华与现实的荒凉对比，现在自

己是匹马独行，京都是人物繁盛，心理落差一下

子就凸显出来。颈联的“北极”与“南溟”对比，

“明主”与“逐臣”对比，一则表明忠心，二则比出

今昔变化，用“南溟”写“逐臣”所在，被疏离、被

抛荒置远、被迫远离京都繁华，他是不甘心这种

巨大变化的。尾联点出此时此刻自己内心深处

的感伤，在想念家乡暮春时节柳条渐新的情境

中衬托自己远离故乡的悲凉。

张说因在张昌宗事件中的反复态度而遭武

则天流放钦州（今广西钦州），内心深处颇为感

伤，其《南中别蒋五岑向青州》曰：

老亲依北海，贱子弃南荒。

有泪皆成血，无声不断肠。

此中逢故友，彼地送还乡。

愿作枫林叶，随君度洛阳。［6］951

诗题中的蒋岑是诗人的友人。“老亲”指诗人年

迈的父母。从首句看，张说此次被贬，应该是累

及亲人了。他说让年迈的双亲跟着在北海受

苦，自己这个“贱子”也被皇上抛弃在“南荒”，可

见其累及亲人又被帝王抛弃后内心的悲哀。“南

荒”两个字凸显了极远无人的荒僻，见其远在天

涯的伤感，故而颔联接写诗人流泪成血、哭声断

肠的形象，将诗人的悲哀和伤感具象化。颈联

说自己客中送友，友人则比自己幸运，要走还乡

之路。在与友人的对比中突出了自己远不如友

的境况。尾联以“愿作枫林叶”作比，希望化身

枫叶，跟随对方回归京都，可见人不如物，及对

洛阳的向往。其《岭南送使》属同类作品：

秋雁逢春返，流人何日归。

将余去国泪，洒子入乡衣。

饥狖啼相聚，愁猿喘更飞。

南中不可问，书此示京畿。［6］952

此诗首联出句以秋雁在春天能返回北方的自然

现象反衬人不如物的悲凉，对句以“流人何日

归”的反诘写内心期盼回归与不能回归的心理

落差；颔联甚至要把自己远离京都的伤心泪水

洒在还乡使者的身上，让对方把自己思乡的泪

水带回京都，其思乡的深情、期盼回京的热望，

都令人动容。而现实却是自己生活在猿狖都吃

不饱的地方，这哪里是人可以生活的地方？所

以诗人要将这些写出来，让京畿的人知道自己

如猿狖般的生活境况，凸显自己人生的悲凉，以

博得京都中人的同情和怜悯。

无独有偶，张说长子张均也被发配到岭

南。张均因为在“安史之乱”中做了安禄山帐下

的伪中书令而被流放合浦（也在北海）：“禄山之

乱，受伪命为中书令，掌贼枢衡。李岘、吕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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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陷贼官，均当大辟。肃宗于说有旧恩，特免

死，长流合浦郡。”［9］张均因唐肃宗与张说的交

情才免死并被流放，虽然很不光彩，但其被贬的

伤感也很动人，其《流合浦岭外作》曰：

瘴江西去火为山，炎徼南穷鬼作关。

从此更投人境外，生涯应在有无间。［6］985

张均被流放，纯粹是自作自受，他自己似乎也感

受到被流放并不委屈。但他深知，行至鬼门关，

真的是要到人生的鬼门关走一遭了。在与“人

境”的对比中，他深刻地体会到此时自己的命运

已经在“有无间”，随时丧命是很难避免的。这

种连自己命运都无法把握的恐怖生涯，与他在

京都为官和在安禄山处任伪职时也是天壤

之别。

杜甫好友贾至，在“安史之乱”时扈从唐玄

宗幸蜀，被唐玄宗任命为中书舍人、知制诰，正

是他替唐玄宗撰写了传位册文。但也正是因

此，他被视为玄宗旧臣、房琯一党，至德年间被

贬为岳州（今岳阳）司马。他深刻理解被贬谪者

的痛苦，在其《送南给事贬崖州》中表达了自己

和被贬崖州的朋友远离京都的心理落差：

畴昔丹墀与凤池，即今相见两相悲。

朱崖云梦三千里，欲别俱为恸哭时。［6］3599

首句提“畴昔”，提“丹墀与凤池”，那是中原中心

的代表，更是内心深处往日的荣耀，而今相见，

两个俱为贬谪的人伤悲也完全相同，虽然云梦

泽和崖州两地相隔遥远，但往昔荣耀辉煌和今

日跌至人生谷底却完全相同，他把友人的朱崖

与自己的云梦相提并论，可见自己对被贬岳州

的心理感受。

唐德宗时期的宰相杨炎原本对唐王朝的中

兴起过重要作用，其“两税法”为消除改革之前

唐朝实行的“租庸调”制因“安史之乱”而造成的

弊端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时被称为“贤相”，但晚

年因党附元载、以私害公，加之卢杞陷害，而被

贬为崖州（海南三亚）司马。杨炎被贬，心知不

还，写有《流崖州至鬼门关作》：

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

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6］1213

曾经炙手可热的宰辅权臣，如今流落到边域海

岛，内心深处生出无限绝望，“一去一万里”，将

京都与贬所拉开了遥远的不可企及的距离，“千

知千不还”，写出了内心无数次辗转反侧后的绝

望。最后以问“崖州何处在”答以“生度鬼门

关”，传达自己感受到人间地狱般的内心煎熬。

大历时期的诗人张籍似乎很理解去往边域

的人的内心世界，其《送安西将》在言及边域种

种时，字里行间是在与家乡的对比中展开的：

万里海西路，茫茫边草秋。

计程沙塞口，望伴驿峰头。

雪暗非时宿，沙深独去愁。

塞乡人易老，莫住近蕃州。［6］4319

诗歌的首联“万里”“边草”显然以家乡或京都为

参照，言安西将所去，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茫茫

秋草，秋风萧瑟。颔联想象写实，突出了安西将

驿路行程的孤独和寂寞，尤其是旅途望伴展现

的孤独无侣的形象，暗中与家乡父老和谐相处、

与京都大街人头攒动的情况进行鲜明对比。颈

联写安西将在大雪和深沙的艰苦环境中的踽

踽独行，进一步深化了安西将内心的孤独和凄

凉。尾联以否决在边州居住的口气替安西将

传达了内心深处远离故乡或京都的心情——不

是因为厌战，只是因为离乡或离京，无人对话的

寂寞和孤独，因此还是远离蕃州为好。

被李商隐称为“万古良相”的李德裕，在唐武

宗时期入朝为相，执政五年间，攘回纥、平泽潞、

裁冗官、驭宦臣，堪称晚唐时期的“铁血宰相”，

却因为陷入牛李党争而屡被排挤。唐宣宗继位

后又忌惮其为五朝老臣，根基太深，将其连续五

贬，贬为崖州司户，最后死在崖州。当李德裕到

达崖州、登上崖州城时，不由得感慨万千，其《登

崖州城作》抒发了远离帝乡的无限失落：

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

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6］5398

杨炎曾经说，崖州距离京都“一去一万里”，怎么

可能看得到京都呢？但李德裕心系京都，登楼

而望，面向的是根本看不到的帝京。他也感慨

这里的遥远，连鸟儿也得飞翔半年才可能到达

的地方，人到这万里之遥的地方会经历多少苦

难。而更令诗人绝望的是，这里的青山似乎不

愿意让他离去，山峰连绵缠绕，让他看不到飞出

去的希望。这里表面写青山，实际写自己感受

驿路唐诗边域书写中的中原中心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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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此次被贬不可能回归的绝望。在期望和绝

望的对比中，形成强烈的反差，写尽心底的无奈

和悲哀。

唐武宗时期的裴夷直，“坐与杨嗣复、李珏

同党”，被贬为 州司户，而杨嗣复、李珏并非

“安王”（安禄山）、“杨妃”党羽，裴夷直也是无辜

被牵连。委屈无处诉说，只好通过《忆家》传达

内心的悲凉：

天海相连无尽处，梦魂来往尚应难。

谁言南海无霜雪，试向愁人两鬓看。［6］5863

天海相连，无穷无尽，一片茫然，梦魂都难以来

往，这足以说明他在南海的精神困扰。南海所

在本是没有秋冬的地方，他却把内心的冰雪外

化为两鬓的白发，抒写自己在人生发生巨变时

内心的变化。

咸通年间的诗人许棠，有过边塞经历，其《陇

上书事》把到达边域之人感受到的与之前想象的

完全不同的生活呈现出来，以抒发内心的失落：

城叠连云壑，人家似隐居。

树飞鹦鹉众，川下鹡鸰疏。

滴梦关山雨，资餐陇水鱼。

谁知江徼客，此景倍相于。［6］6670

戍边的城池似在云端，看不到人烟，似乎那些百

姓都已经隐居一般；树上鹦鹉众多，却少见鹡

鸰；陪伴在梦中的是雨水连连，能够佐餐的只有

陇水之鱼。生活的单调出乎想象，纵使已经有

过充分的心理准备，也没有想到会不见一丝人

烟。所以诗人结尾写道：“谁知江徼客，此景倍

相于。”“江徼客”即江边客；“相于”，即相亲近。

许棠是宣州人，来自人烟辐辏的地方，现在却只

能跟这些不见人烟的景物相亲相近，其心理上

的落差可以想见——孤独、寂寞，渴望有那么一

两个人成为可以闲谈的对象，可一切都没有。

这就是独行边域驿路的寂寞。

唐人到边域的这种心理落差，对游边和贬

谪诗人尤为明显。入幕到边塞，从军为报国者

多有报效国家的理想，为功名富贵的热望，虽然

他们也有从中心到遥边的心理落差，但身心都

有参与守边卫国事业的依托，人生期待并不是

极度绝望。但游边和贬谪士人走向边域，看到

的和感受到的，与曾经的和所期望的，天壤之

别，就会有很多失落和绝望。这种生活剧变使

得很多人难以接受，难以平复，尤其是贬谪士

人，对突如其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完全没有做

好心理准备，内心的煎熬可想而知，而唐朝的士

人们还不具备宋朝文人那样的理智、平和、稳健

和淡泊的人文品格，还做不到像苏东坡那样把

贬谪海南视为“兹游奇绝冠平生”的浪漫和洒

脱，往往不愿意接受现实，情绪低沉，心情抑郁，

因而会给诗歌带来哀婉和伤感。

结 语

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中华文化其实是多

元文明交融互动的结果，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

的一个分支。但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中原文

化渐渐占据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到秦汉大一统

时期，才真正形成以洛阳、长安、咸阳为中心的

中原文化中心。但这一文化中心一经形成，就

拥有了中华文化占据支配地位的话语权，政治、

思想、礼制，都以这一文化中心为衡量标准。中

原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有文化学者称其

为“月明星稀”现象，即当中原文化渐渐占据支

配地位的时候，其他文化就星光黯淡了。

从三晋大地崛起的唐王朝统治者，其基因

里流淌着少数民族的血液，也持有开放的民族

政策，但主流社会仍秉持着中原文化中心的观

念，践行着礼仪之邦的核心价值，认为中原是最

好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京都是权力的顶级，

是富贵繁华的象征，是最能实现人生价值的地

方；家乡则是我自何来和血脉亲情的所在，是永

远不能忘却和想尽一切办法都要回归的根。这

种观念就像烙印一样刻在中华文化的基因里，

充溢在各种文化书写中。唐朝文人的边域书写

也是深深扎根于这样的文化观念里。

唐代诗人驿路诗歌的边域书写深受京都观

念和家乡观念的影响，因此他们的边域书写呈

现出独特的风格。

首先，他们描写异域特有的环境，透过环境

的差异反映与中心世界的疏离之感。对唐代诗

人而言，边域环境是新奇的、陌生的，无论是自

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都与中原有很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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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唐诗之前所不曾书写过的崭新世界，于是

出现了很多以前诗歌里不曾见过的景象，“一川

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火云满山凝未

开，飞鸟千里不敢来”“蕃书文字别，胡俗语音

殊”“触影含沙怒，逢人女草摇”“桂岭瘴来云似

墨，洞庭春尽水如天”“舶载海奴镮硾耳，象驼蛮

女彩缠身”等奇情异景，纷至沓来。此时的边域

书写已不像先唐时期对四夷的描写，只有概念

性词汇。由于驿路的发达，唐代诗人走过、见过

边域的精彩世界，因而能够给唐诗书写带来奇

异的陌生美。

其次，诗作呈现出狞厉之美。原本就疏离

了中心，远离了熟悉的人际圈，再走向遥远的边

域，使他们心理上痛苦不堪，再加上飞沙走石、

砚凝旗冻的北方或怪蛇横生、毒瘴弥漫的南方，

完全不是惯常的生活环境，人生之路似乎走到

绝境。在与中原中心的对比中，孤独带来的诸

多不适化成了对外在环境的怨怼，于是给驿路

唐诗带来了狞厉之美，“炎蒸连晓夕，瘴疠满冬

秋”“身经大火热，颜入瘴江消”“魂魄游鬼门，骸

骨遗鲸口”“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溪荒毒

鸟随船啅，洞黑冤蛇出树飞”，似乎边域世界就

是吞噬人生的所在。

最后，远走边域、远离京都和家乡，内心的

失落与思念使诗作带有浓郁的伤感之美。即使

有“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的潇洒之人，也难

免有“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的伤

感，更何况自视为如屈原与贾谊一样的谪臣。

于是，强烈的京都情结和对故乡的思念，便化成

了“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思君无限泪，堪

作日南泉”“客泪数行先自落，鹧鸪休傍耳边啼”

之类的语言，从而给诗歌带来浓郁的伤感情绪。

总而言之，由于中原中心的因素，驿路唐诗

边域书写中，环境的对比凸显了走向边域的士

人疏离中心的情绪，人际关系的变化让他们倍

感孤独，而心理落差则让他们体味了人生的失

意，从而使唐诗边域书写的审美基调与高华爽

朗的唐诗主基调有所偏离，其陌生之美、狞厉之

美、感伤之美，对丰富唐诗的风格颇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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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ral Plains Centralism in the Frontier Writing of Tang Dynasty Post Road Poetry

Wu Shuling

Abstract: The central plains centralism in the classical texts of Confucianism in the pre-Qin period is manifested
in the emphasis on the orthodox status of“China”and the rejection of“barbarians”. The cultural concept of the Tang
Dynasty was open， regarding the barbarians as brothers and not excluding the four barbarians，but the concept of the
center of the central plains did not abdicate. In the frontier writing of post road Tang poetry， the poets of the Tang
Dynasty took the central plains centralism as a reference，and wrote about the impact of going to the frontier on their
hearts： first， the alien feeling brought by the environmental differences that they heard and witnessed made the
scholars feel alienated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second， the strangeness， loneliness， fear and loneliness caused by far
away from familia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 third is the strong psychological gap caused by the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Because of the central plains centralism， the poet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that they could not adapt to in the border writing，which brought strange beauty，
ferocious beauty and sentimental beauty to the description of Tang poetry， and formed a style that was different from
the main tone of Tang poetry，which had always been recognized as high and bright.

Key words: post road；Tang poetry；central plains centralism；contrast
［责任编辑/周 舟］

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