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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曲江诗看杜甫的忠君思想

欧广玮 1   黄代蓥 2

（1.西南大学，重庆 北碚 400715  2.西南大学育才学院，重庆 合川 401572）

     摘  要:杜甫的一生，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心系曲江。他以曲江作为独特的情感载体，记录唐王朝的盛衰，抒

发自己作为一名儒士的忠君思想。在不同阶段的曲江诗中，他表现出不同的忠君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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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又名曲江池，位于唐都城长安的东南郊，

“本秦世隑州，开元时疏凿，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

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

明媚。”[1]曲江的四时景色成为唐代文人写作时的极好

对象和绝佳素材。“曲江游赏，起自中宗以后，至玄

宗时大盛。”[2]上巳、中和、重阳三节时，自帝王将相

至商贾庶民，莫不毕集。除了节日外，曲江之会与

政治也有很大的关系。唐时皇帝三节是在曲江赐宴

群臣，自中宗神龙年间始，每年春天三月时分，赐

宴新科进士，“列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大宴

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曲江游赏与杏园盛会、

雁塔题咏并为当时文人最为荣耀的诗事。曲江以其

美丽的风景和独特的文化意蕴,吸引了有唐一代无数

诗人关注的目光。白居易有《登乐游园望》，张籍有

《酬白二十二舍人早春曲江见招》，李商隐有《乐游

园》、《曲江》，杜牧有《将赴吴兴登乐游园一绝》。

旅食京华的十年间，“杜甫在七五一年后已经在

曲江南，少陵北，下杜城东，杜陵西一带地方有了

定居”。[3]居住之便，使他经常于曲江抒怀，因此他对

曲江有着特殊的感情。七五一年以后，他的诗里开

始提到曲江。此后终其一生，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

是处江湖之远，他都心系曲江。在现存杜甫诗集中，

如果把《曲江三章,章五句》算作三首诗，把《曲江

二首》算作两首诗，杜甫写曲江和提及曲江的诗共十

五首，占杜诗总数的百分之一。虽然数量不多，但是

曲江诸诗却是贯穿其一生，成为他独特的情感载体。

诗人寄情曲江，记录唐王朝由盛而衰的风云变幻，于

风云变幻之中，诗人在各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忠君形

态。

　　

一、“圣朝亦知贱士丑，一物但荷皇天慈”——

积极求仕的热情，不第难仕的焦虑

　　

开元二十三年，24 岁的杜甫在东京洛阳参加进

士考试，落第后遂“放荡齐赵间”。游历数年后，天

宝五载夏，35 岁的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

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理想来到

都城长安，开始了旅食京华的求仕生涯。天宝六载，

他满怀信心地参加了玄宗以“通艺”为名开设的制

举，却因为李林甫嫉贤妒才的一句“野无遗贤”而

不就。这对壮志满怀的杜甫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

后，他奔走于权贵之门，试图通过干谒而进身，先

后陈情于汝阳王李琎、韦左丞、张垍等人，均无结

果。“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

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饥卧动即向

一旬, 敝衣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 此老

无声泪垂血。”（《投简咸华两县诸子》）诗人已经被

穷困和疾病折磨到途穷的地步了。就在他走投无路

之际，天宝十载，玄宗祭祀三大庙，杜甫借机进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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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礼赋。这一次他成功了，“帝奇之, 使待制集贤

院, 命宰相试文章。”[4]考试之后，他没有得到立即任

用，“送隶有司, 参列选序”，候补任用。此时的杜

甫，已是不惑之年。

“参列选序”之后，杜甫开始了漫长的等待。诗

人的第一首曲江诗《乐游园歌》便作于他待制集贤

院时：
乐游古园崒森爽，烟绵碧草萋萋长。公子华筵势最高，
秦川对酒平如掌。长生木瓢示真率，更调鞍马狂欢赏。
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阊阖晴开昳荡荡，
曲江翠幕排银榜。拂水低徊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
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那抛得，
百罚深杯亦不辞。圣朝亦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慈。
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乐游园，西汉宣帝时建，位于长安东南郊，南靠

曲江池，西接芙蓉园，为唐时游赏胜地。上巳、中

和、重阳三节时更是游人如织，歌舞升平，一片繁

华。《乐游园》诗反映了杜甫等待的焦虑之情。此时

杜甫已经年过不惑，虽然候补有名，但是任用无期，

眼看白发生鬓，顿感无所寄托。乐游园上远眺，玄

宗游幸，一片奢华，仪仗声威，帐幕华丽，歌舞升

平。浦起龙《读杜心解》谓:“虽纪游，实感事也。是

时诸杨专宠，宫禁荡轶，舆马填塞，幢幕云布，读

者如目击矣。”[5]如此狂欢的氛围之中，诗人却是“只

今未醉已先悲”，很显然是众人皆乐我独悲。他悲的

是身世之惨，仕途之难，是“数茎白发”，是“贱士

丑”，只能“独立苍茫自咏诗”。“圣朝亦知贱士丑，

一物自荷皇天慈”是他压抑已久的牢骚。空有满腹

经纶而无用武之地，生计无着，前景渺茫。卢元昌

《杜诗阐》语：“当此春和, 一草一木, 皆荷皇天之

慈，忻忻然有以自乐，独我贱士，见丑圣朝，夫云

皇天悯覆，终遗贱士乎?”[ 6 ]草木都有荷皇天慈的资

格，更何况我这个“贱士”呢？玄宗对他的知遇之

恩使他对朝廷和皇帝充满了期待，焦急和渴望溢于

字里行间。毕竟是在盛世，诗人的心中即使焦急，还

是充满希望，所以才有“独立苍茫自咏诗”的豪气，

正如同叶燮所说“此其胸襟何以寄托何如也”！[7]

《乐游园》作于天宝十一载的春天，到了秋天，

杜甫的等待依然没有结果，“竟与蛟螭杂,空闻燕雀

喧”（《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燕雀之辈小人得

志而自身落拓的遭遇使诗人越来越失望。漫游曲江，

一片萧条，杜甫写下了“学‘三百篇’遗貌取神之

作”的《曲江三章,章五句》：
曲江萧条秋气高，菱荷枯折随风涛，游子空嗟垂二毛。

白石素沙亦相荡，哀鸿独叫求其曹。
即事非今亦非古，长歌激越梢林莽，比屋豪华固难数。
吾人甘作心似灰，弟侄何伤泪如雨。
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
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

仇兆鳌《杜诗详注》云：“此诗三章，旧注皆云至

德二载公陷贼中所作。按：诗旨乃自叹失意，初无忧

乱之词，当是天宝十一载，献赋不遇后，有感而作。[8]

第一章写秋日曲江的萧条景象，菱荷枯折，随风飘摇，

哀鸿独叫游荡于白石素沙间。诗人自比哀鸿，感同其

类，更显悲哀。第二章即景放歌遣怀，弟侄为我泪如

雨，奈何我已心似灰。第三章萌生退隐之志，既然入

仕无望，好在杜曲还有桑麻田以栖身，可以在南山追

随李广遗踪，看射猛虎以度残年。诗人怀才而不遇，然

而身边的人却是“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同诸

公登慈恩寺塔》），心中的失望与激愤可想而知。仇注

云：“一时感慨之情，豪纵之气，殆有不能自掩者矣。”[8]诗

人并不是真的要退隐到江湖之远，而是心中愤激无法

宣泄而故作反语。他感激玄宗的知遇之恩，一心要做

一个“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大官，这样的他，

是不可能允许自己归隐的，只是现实的打击太大，因

此诗人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对于候补之时已久而杳

无消息的失望、愤激与徘徊。

以上诸诗是杜甫旅食京华前期所作。这一时期

的杜甫，忠君思想是积极而充满热情的，带着满腔

的抱负来到京都，参加制举不第后，“独耻事干谒”，

然为了理想，奔走于权贵之门，却苦无结果，后献

赋于玄宗，取得成功，待制集贤院，又任用无期。诗

人纵有满腹才华却苦无用武之地，眼看华发已生，心

中焦虑徘徊，漫游曲江，满眼繁华。曲江之盛，唐

王朝之盛，对比自己的遭遇，更添怀才不遇的愁闷。

多愁的个性和现实的打击，使他郁愤不平，萌生退

意，然而最终玄宗的知遇之恩又使他重燃希望，放

弃了挂冠而去的想法。

　　

二、“百年秋已半，九日意兼悲”——盛世豪奢

的怨讽，乱前赋诗的忧患

　　

关于曲江游赏胜景，王定保《唐摭言》记载: “曲

江之宴, 行市罗列, 长安几于半空。⋯⋯车马阗塞,

莫可殚述。”[9]康骈《剧谈录》中则有“彩幄翠帱, 匝

于堤岸, 鲜车健马, 比肩击毂”[ 1 ]之句, 宴游之盛，

可见一斑。然而宴游盛事是皇帝和群臣以及新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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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活动，也是上流社会的游戏，杜甫显然不属于

其中。曲江独特的文化背景，使诗人独自游赏时更

容易触发仕途不就的哀叹。

一段时间的愤激之后，诗人逐渐接受了求仕的

失败。心情平复之后，他转而关注现实，在长安的

经历使他深入接触社会底层，从而促使他开始了对

盛世社会的反思。由于视角的变化，他能更加深入

地看到盛世的腐朽和危机，他的作品也呈现出一种

独立的批判精神。

天宝十二载上巳节，杨国忠偕其姊妹游乐曲江，

杜甫作《丽人行》，讽其豪奢，刺其骄横：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

肌理细腻骨肉匀。⋯⋯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釜，

水精之盘行素鳞。⋯⋯
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

慎莫近前丞相嗔。

三月三日为唐代传统的上巳节，长安仕女多于

此日游赏曲江。杜甫这一天也在曲江边，目睹了诸

杨游宴的奢豪与嚣张，遂写下此诗怒刺其荒淫与腐

朽。此诗没有任何提及曲江景色之词，通篇都是揭

露和讽刺。先刺杨氏姐妹姿态、服饰以及宴游食物

之奢华，后讽杨氏兄妹之荒淫无耻以及杨国忠气焰

之嚣张。正如浦起龙所说：“无一刺讥语, 描摹处,

语语刺讥, 无一慨叹声, 点逗处, 声声慨叹。”[ 6 ]诗

人在奢华的游宴盛事背后，看到了统治集团的荒淫

和腐朽，预感到盛世的衰败和危机。作品中对奢豪

盛世的愤恨实则是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忧患，无奈

统治阶级一无所觉，还沉浸在盛世的享乐之中，诗

人苍茫赋诗，大胆对此揭露和嘲讽，忧患之情溢于

字里行间。

天宝十二载秋，杜甫又以曲江为题写了一首《九

日曲江》：
缀席茱萸好，浮舟菡萏衰。百年秋已半，九日意兼悲。
江水清源曲，荆门此路疑。晚来高兴尽，摇荡菊花期。

表面上看，这是一首写景的诗，实际上，岂“不

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10]仇注云：“此诗乍看似乎

直致，须抑扬说来，方见曲折生动。言茱萸虽好，而

菡萏已衰，不觉悲秋悲老，兼集意中也。且江上此

游，仿佛荆门胜会，而摇荡花期者，犹是去秋故吾。

浮沉身世，又可悲已”[8]首二句写茱萸虽好，菡萏已

老，次句所感身老，有兼悲之叹。接着写九日来曲

江，仿佛孟嘉荆门落帽之会。然身世浮沉，无所成

就，尚在落魄，虽有菊花胜景，徒增失意感伤，只

有摇落之嗟。诗的全篇表现出衰落的秋景和悲老的

情绪，秋景之衰不仅是年华衰落的象征，更是唐王

朝走向衰落的谶象。整首诗透露出来的气息，不同

于《曲江三章章五句》中的愤激，而是一种沉寂之

后的思考，是对自己壮志难酬青春难返的悲叹，是

为国家命运的悲叹。此时的他，不再囿于对个人命

运的悲叹，对整个社会的思考已初露端倪。

大约作于天宝十三载的《九日寄岑参》一诗，借

游览曲江暗示唐王朝的政治形势。“寸步曲江头，难

为一相就。”曲江仅在咫尺，不能前往游览。明明前

一年的重阳节诗人游览了曲江，为何还为游览不成

而遗憾呢？“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

师，畴能补天漏。大明韬日月，旷野号禽兽。君子

强逶迤，小人困驰骤。维南有崇山，恐与川浸溜。”

仇注云：“苍生、稼墙一段，确有所指。云师，恶宰

相之失职；天漏，讥人君之阙德；韬日月，国忠蒙蔽

也；号禽兽，禄山姿横也；君子小人，贵贱俱不得所

也；崇山二句，言国家危难将至，恐有载胥及溺之优

也。”[8]诗中暗含批判，对唐王朝的腐败深刻揭露，并

发出了“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的哀叹。

安史之乱还没有爆发，杜甫已经从盛世的黑暗

之中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这一时期，

他接受了自己求仕无望的事实，眼界不再局限于个

人的生存和功名，转而关注人民的苦痛和国家的命

运。与前一阶段他积极而热情地为自身仕途奔走不

同，此时他的忠君是为国家命运的忧患以及为忧患

发出的怨讽和呐喊。

　　

三、“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山河破碎的悲泣，乱中赋诗的哀恸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了，一时间山河

破碎、满目疮痍。这场动乱耗时八年，战火遍及大半

个中国，唐王朝由治到乱，由盛而衰，从此一蹶不振。

至德元年七月，杜甫在由鄜州至灵武途中被胡

兵捉住而身陷长安。至德二载春，杜甫潜行曲江，昔

日的宫殿，今日千门尽锁，人烟不再，盛世难回，只

有那细柳新蒲，不解世事，仍然透露出春天的气息。

面对物是人非的情景，忆昔开元全盛日，诗人吞声

悲泣，写下《哀江头》：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
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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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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渭东流剑阁深，
去住彼此无消息。 人生有情泪沾臆， 江水江花岂终极？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杜甫潜行曲江，眼前一片荒芜，“锁千门”、“为

谁绿”，足见荒凉的程度，诗人不禁回想起安史之乱

前玄宗和杨妃游幸曲江的盛景，到如今，只剩下个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的结局。曲江

的萧条正是唐王朝衰败的象征，今昔对比，更添亡

国之痛。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昔日游赏曲江轻而

易举，今日只能潜行而至，即使心中悲痛也只能吞

声而哭，这是多么悲哀！胜景不再，“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只有“江水江花”见证这段沧桑巨变。

全诗充满了对国破家亡的深哀巨悲，揭示出造成唐

王朝盛世结束的根源，实由统治集团的荒淫腐败所致。

与《丽人行》中的批判不同的是，对杨妃的态度由之前

的痛斥而变为哀怜其作为政治牺牲品的下场。为什么此

时的态度会有如此的改变呢？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

响，忠君爱国是他的人生信念，又因玄宗对他有知遇之

恩，对此他刻骨铭心。“杜甫的忠是谏诤型的，而非服

从型”。[11]在《丽江行》中，怨刺的矛头直指杨氏兄妹而

避开玄宗，仗义执言，无所顾忌，这是杜甫对玄宗的“私

忠”。《哀江头》是在私人经历了国家由治到乱的过程之

后，站在国家命运的高度去体验曲江今夕的云泥之别，

吞声悲哭，悲玄宗之不幸，哀山河之易主。战乱改变了

诗人的心态和视角，开启了他家国一身的政治使命感和

作为儒士的自觉。曲江诗的内容厚度明显加深，《哀江

头》诗是杜甫为曲江唱的一曲挽歌，也是为失落的国家

唱的一曲挽歌。为山河破碎而悲泣，成为他乱中身陷长

安时忠君思想的唯一主题。

　　

四、“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生”——

其志难行的无奈，王朝衰落的哀叹

　　

至德二载四月，杜甫逃出长安，投奔肃宗，“麻

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被任命为左拾

遗，并在长安收复后于十一月回到了长安。

杜甫在朝中任职，闲时经常到曲江漫步，他又写

了几首曲江诗。乱后的曲江诗，为失去的年华而叹

息，是对报国无门其志难行的无奈，是为一个王朝

的衰落而哭泣，是以丽景写其哀思。

乾元元年春，杜甫陪郑南史宴饮于曲江，作有七

律《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
雀啄江头黄柳花，鵁鶄鸂鶒满晴沙。自知白发非春事，
且尽芳尊恋物华。近侍即今难浪迹，此身那得更无家。
丈人文力犹强健，岂傍青门学种瓜。

首联写曲江春景，花鸟相映，本来是动静有致的

画面，然而雀啄花的描写，显现出一副残败的景象。

江边春景与诗人白发对照，徒增感伤。仇注云:“春

事物华，即指江头花鸟。白发自怜，清禅聊遣，公

盖对境而兴阑矣。官居近侍，既难浮沉浪迹，回念

此身，更无家计可资，见尸位不可，去官不能，进

退两难也。郑丈必有归隐之语，故称其才犹强，不

当学邵平之种瓜。”[8]

左拾遗是个谏官，官职虽小，但能与皇帝直接接

触。这对于一心想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

杜甫来说，是他理想实现的开始。杜甫关于仕途功业

的理想是有层次的。居辅弼之位,为稷契之臣,是最高

层次；较低的层次, 即作为文学侍从之臣。然而他很

快发现，肃宗需要的不是谏官，而是助他巩固皇位的

肱骨之臣。诗人感到仕而无为的无奈，此时他寄情曲

江，“沉醉聊自遣，放歌破愁绝”。而乱后的曲江，再

也没有安史之乱前游宴的大盛之景，盛衰对比，倍感

凄凉。其志难行的杜甫，面对毫无希望的现状，回想

开元盛世，遂产生挂冠而去的志向。如果说《曲江三

章章五句》中诗人有挂冠而去的想法，只是一时的愤

激之语，那么此时的想法，却是历经动荡，认清现实

的考量。诗中杜甫己欲去而劝郑南史不去，足见其“身

老”只是托辞，事实上，他欲去的志向，源于王朝衰

落的沉痛、有志难行的无奈，却又因为心系国家而无

法下定决心，只能曲江之畔的沉饮之中聊以自遣。

杜甫同时所作的一组连章诗《曲江二首》也是这

种情绪的表现。

第一首“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

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

花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

身。”虽是春天，然春色已逝，景象寥落。曲江如今

荒凉寂寞。对比昔日的热闹繁华，正是唐王朝的写

照。风吹花飞，含蓄暗示了欲去的原因，是深陷于

朝廷的政治斗争而感到前途的渺茫，故有“何用浮

名绊此身”的悲叹。

第二首“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

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蛱蝶深深见，

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

违。”诗人如此颓废地在曲江纵酒行乐，欠下酒债要

欧广玮，黄代蓥:从曲江诗看杜甫的忠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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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衣而还，狼狈不已。这样逃避现实的生活方式，足

见其心里苦闷到了极点。百无聊赖借酒浇愁，成为

他唯一可以遣怀的方式。有志难伸的苦痛，政治斗

争的煎熬，盛世难再的哀戚，使他从儒家道统思想

中挣脱出来，萌生出及时行乐以求平静的心理选择。

曲江以其独特的文化背景记录了唐王朝的治乱之

变。国家盛时曲江盛，国家衰则曲江衰，曲江的萧条，

杜甫自然想到唐王朝的遭遇，回想开元盛世，难免产

生了对自己人生的思考。诗人融自己与国家为一体，

融个人与曲江为一体，在人生失意时，选择了同样萧

条的曲江以解忧，以获得暂时的慰藉。独坐江头纵酒

以排遣苦闷，是这一阶段的曲江诗作中最主要的内容。

《曲江对酒》诗：“苑外江头坐不归，水精春殿转霏

微。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纵饮久判人

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吏情更觉沧洲远，老大悲伤

未拂衣。”此诗赋兼比兴，“转霏微”即唐王朝的黑暗和

衰微，“花落”“鸟飞”即宦途升沉之寓。之所以纵酒，

是因为早被抛弃，懒于朝参，在于与世相违、不合时

宜。极度的失望、灰心与悲怆中，诗人去意更加明显。

《曲江对雨》诗：“城上春云覆苑墙，江亭晚色静年

芳。林花著雨燕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龙武新军深驻

辇，芙蓉别殿谩焚香。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

旁。”浦起龙说：“此诗不与诸篇一例，神远思深，忆上

皇也。”[6]雨景之荒凉，南内之寂寥。国家的衰败，个人

的失意，让诗人不禁想起了开元盛世，想起了玄宗对自

己的知遇之恩。因对现实的不满而回想昔日的繁华与希

望，诗人心中愤懑与哀恸之情，字里行间尽显。

以上诸诗作于杜甫短暂而不得志的官宦时期。本

是怀抱理想，无奈现实残酷。国家已衰，曲江已衰，前

途无望之中，诗人萌生去意。然而从小所受的儒家思

想让他心怀天下，无法做到一走了之。这一时期的杜

甫，在沉醉自遣中悲盛世之不再，叹有志难行之无奈。

他不是不忠君了，相反，真是由于对国家命运的关注，

对人民的责任感，使他无法离去，只能在酒醉中逃避。

　　

五、“玉垒题书心绪乱，何时更得曲江游”——

江湖之远的牵系，漂泊西南的恋阙

　　

乾元二年，48岁的杜甫终于怀着失望离开长安，

开始了他晚年“漂泊西南”的历程。此后直到59岁

病死于洞庭湖上，11 年间，他没有再回长安，没有

回到曲江边。然而无论在成都草堂还是在夔府孤城，

他都心系曲江，心系长安。

上元二年，杜甫作《寄杜位》：
近闻宽法离新州，想见怀归尚百忧。逐客虽皆万里去，
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复尘随眼，鬓发还应雪满头。
玉垒题书心绪乱，何时更得曲江游。

杜位在长安的住宅接近曲江，故而引发了诗人

对曲江的思念。曲江牵系着杜甫太多的情感，因此

他“心绪乱”而发出了“何时更得曲江游”的感叹。

大历元年秋，杜甫流寓夔州，此时，他对长安的

思念达到了顶峰，写下了组诗《秋兴八首》，其中第

六首思念曲江：
瞿唐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花萼夹城通御气，
芙蓉小苑入边愁。珠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
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无边的秋色将瞿塘峡口和曲江接连起来，正如

同诗人身处孤城仍心系国家。回首当年曲江，珠帘

绣柱、锦缆牙樯、歌舞升平，如今却只有一片荒凉

凄寂。杜甫写曲江的最后一首诗，是对盛世衰败的

哀叹，也是对年华老去的悲叹。

虽然离开了长安，离开了曲江，诗人仍把曲江作

为情感载体，曲江的命运连系着国家，对曲江的思

念就是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与牵系，这是杜甫一生的

坚持，是他一生忠君的表现。

杜甫的一生，牵系着曲江。他在曲江抒发壮志难

酬的焦虑，书写国家危难的忧患，痛哭国破家亡的

悲恸，记录仕而无为的愤懑，离开曲江之后，依然

难解对曲江的依恋。曲江作为杜甫独特的情感载体，

记录了他在国家风云变幻之际永远不变的忠君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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