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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七绝的“ 别趣” 和“ 异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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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谓“ 别趣” （ 潘德舆《 养一斋李杜诗话》 引

很少用这种体式来抒发沉重悲抑的情绪，而是在七

向有别于盛唐七绝；所谓“ 异径” （ 李重华《 贞一斋诗

人更多地从中看到他性情中的放达、 幽默和风趣。

钟惺语） ，是指杜甫在七绝中表现的旨趣和审美取
说》 ） ，指杜甫七绝的创作方法与盛唐七绝不同。

杜甫是一个体式意识很强的诗人，他虽然在各

种诗体中都有扩大题材及其表现功能的尝试，但都

绝中呈现了沉郁顿挫的基本风格之外的另一面，让
这种不同于盛唐的趣味追求，应当就是他七绝中的
“ 别趣” 所在。 杜甫在体察外物中发现的“ 别趣” 大

多是他在成都和夔州时期对日常生活中多种诗趣的

充分利用了该种诗体特殊的表现原理，因而题材内

敏锐体悟。 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诗人善于

容相同，表现方式却迥然有别。 七绝也是一样。 盛

捕捉自然景物和人居环境中的生机和处处可见的趣

唐绝句作品虽多，但以“ 绝句” 冠题的却很少。 杜甫
不但在 ３１ 首五绝中近一半用“ 绝句” 冠题，在七绝
中也有 ６１ 首标题有“ 绝句” 二字，占其全部七绝 １０６

首的 ５７．５％。 可以说是初盛唐较早并且最多以“ 绝

味。 例如《 春水生二绝》 。 其二是在人际交往和应

酬中的雅兴和逸趣。 例如他在初建草堂时向公府诸
位友人打秋风的几首诗，索要果木器皿，本来是亏欠
人情的事，但杜甫不但写得大大方方， 而且十分风

句” 冠题的诗人，说明他对绝句一体的特征有清晰

雅。 其三是七绝本身文字组合的趣味。 有的诗取材

的认识。 综观杜甫的全部七绝，可以发现他创作七

本身不一定有趣，但诗人会在诗材的相互联系或文

绝的情绪状态与其他诗体的明显差别，在于大多数

字表达、典故使用中发现趣味性的关系，营造出别样

作于兴致较高、心情轻松甚至是欢愉的状态中。 这

的效果。 如《 解闷》 其六巧妙地将孟浩然句“ 鱼藏缩

一特点是考察杜甫七绝“ 别趣” 的重要出发点。 仅

项鳊” 及 “ 果 得 槎 头 鳊” 嵌 入， 加 上 用 “ 漫 钓” 比 喻

闷” “ 欢喜口号” “ 喜闻（ 口号） ” 的就有 ４７ 首，其它

趣，颇有漫画效果。

以标题来看，题为“ 漫兴” “ 漫成” “ 戏为” “ 戏作” “ 解

“ 耆旧” 漫不知向孟浩然学什么的茫然，寓讽刺于打

七绝虽无这类标题，但不少是戏拈之作，可以说，除

杜甫的七绝中多见轻松愉悦的情绪和诙谐幽默

了忧虑河北胡虏的《 黄河》 二首和痛斥“ 殿前兵马”

的情趣，也不乏戏谑玩笑，正是其“ 别趣” 的体现，与

的《 三绝句》 及《 存殁口号》 二首以外，杜甫的七绝所

他对这一体式的认知有关。 七绝体制短小，适于撷

表现的情绪很少有他在其他诗体中常见的那种沉

取细景小事，由小见大；同时语言通俗浅近，可用虚

痛、愤慨、悲凉的心情。 与以上情绪状态相应，杜甫

字，使句脉转折如意， 便于从语调上自由地表达谐

七绝的抒情基调也多数是轻松诙谐、 幽默风趣的。

趣。 所以尽管在其他诗体中，杜甫也有一些戏作和

《 赠花卿》 被前人赞为意在言外，最得风人之旨，显

俳谐体，但是他性格中的任放、风趣的一面，善于发

示了杜甫对七绝传统作法的深刻理解，但其语调则

现日常生活中各种趣味的超高悟性，较为集中地借

是似赞似讽，似庄似谐，所以含意微妙。

助七绝这种诗体得到了充分展示。 最能体现其杜甫

从杜甫七绝中所呈现的情绪状态和抒情基调的

善于发掘内心情绪、突显诗人自己性情面目的作品，

特点，可以看出，杜甫对于七绝的表现功能有其独到

还是《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和《 漫兴九首》 这两组

的认识。 盛唐七绝在传统题材里充分展现了以浅语

名作。 杜甫与春光吵架，并非故作风雅，而是出于生

倾诉深情的特长，使七绝突破南朝初唐七绝含蕴浅

命短暂的极度焦虑，他对花事和春光如痴若狂的怜

狭的藩篱，固然达到了艺术的巅峰。 但七绝这种体

惜和挽留之情，也正是对一切盛极而衰的事物包括

式的表现潜能尚未充分得到开掘，杜甫发现了这种

人生在内的深深感喟。 何况他对于生活的挚爱来自

诗体还有适宜于表现多种生活情趣的潜力。 所以他

乱离生涯中对生命的坚持，其深度和厚度绝非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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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雅人风致可以比拟。 因此这种“ 别趣” 并不浅于

见欢喜口号虽然只是一时兴起的口占，但杜甫同样

盛唐七绝中叹息人生聚短离长的深情，只是换了一

善于融入自己的思考，利用七绝前后两句的对比和

种更新鲜别致的表达方式罢了。 而从艺术表现来

第三句的转折，以新警的议论发人深思。 其三是关

看，这两组诗其实对后来宋词中惜春伤春的题材也
有影响。 并说明只有深入开掘内心世界、又善于捕

于杜甫七绝的多种“ 创体” 。 创体即不循往体所另
开的新体，有时难免越出七绝的常径，其得失也要具

捉新鲜感受的诗人，才能不断地在常见之景和自身

体分析。 杜甫七绝的多种创体都是根据七绝形成发

性情中发现新趣，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艺术境界。 这

展史上曾经有过的样式再加创新变化，这说明他对

也正是杜甫七绝中的“ 别趣” 对后人的启示。

绝句的源流和体式原理非常了解。 这些“ 异径” 并

杜甫七绝中的“ 别趣” 是他对诗歌内涵的全新

非有意与七绝的常径背道而驰，只是扩大了七绝的

开拓，体现了他致力于发掘七绝表现功能的努力。

表现路数，使之更加丰富多样而已。 其四是杜甫绝

这种内涵的开拓变化，自然导致其创作路数与盛唐

句无论五七言均好用对仗，最为人诟病的是以对句

七绝的差异，也就是所谓的“ 异径” 。 但他的“ 别开

结尾，尤其是两联对仗，一句一事或一句一景，四句

异径” 并不仅止于此，除了上述各类情趣的表现以

各自并列，看似无首无尾。 绝句因体制短小，结尾既

外，他的七绝涉及题材范围很广，研究者均指出杜甫

要收得住又要留有余味，便成为谋篇的关键。 杜甫

七绝的变体与其对题材的突破有关。 盛唐七绝主要

不少七绝以对句结尾，主要着力于探索下句如何对

用于边塞、送别、闺怨、山水等题材，杜甫七绝则进一

上句推进一层，设法使对句中的下句既能完结又具

步扩大到反映时事、论诗议文、日常生活等多方面，

有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可以延伸想象，就有余味。 有

将叙事、议论等功能引入绝句，内容的创新导致形式
风格的变异，多用俗字、虚字、散句入诗，加上用字、
结构、声调等多种变化，遂形成其拗峭的音调和俗白
的语言。 这些见解都是符合事实的。 只是以上创新
也体现在杜甫的五七言古体和律诗等各种体裁中，

的在句意中暗含前人探索过的语法关系，如 《 萧八
明府实处觅桃栽》 ：“ 河阳县里虽无数，濯锦江边未
满园。” 不但有 “ 虽然” “ 但是” 的转折关系， 而且以
“ 未” 字暗示了期待之意。 四句写景成对的绝句原
理与对句结尾相同。 如《 绝句四首》 其三：“ 两个黄

并非七绝的独特之处。 那么怎样从七绝体式的角度

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

来评价他的这类变化呢？ 以下选择前人争议最多的

东吴万里船。” 这四句写景分取一角，由近到远，固

四个问题，看看杜甫“ 别开异径” 是否符合七绝创作

然可以合成一幅鲜明的画面，但更有一层窗中览景，

的原理，得失究竟如何。

由窄见宽的意趣，引人联想到老子所说“ 不出户，知

其一是前人批评杜甫有些七绝用语粗朴，不同

于盛唐的优雅。 笔者以为这看似“ 异径” ，其实是追

天下” 的理趣，所以结句不但开出远景，更有远意。
但杜甫也确有一些四句四景成对的绝句，纯粹四句

溯到了该种体式的源头。 杜甫《 三绝句》 运用这种

并列。 杜甫用两联对句成篇的关键在于深入探索构

早期绝句粗朴的语言，可以更加直白地痛斥那些盗

图和意境之外的审美感悟，使意趣集中于一点的作

贼、胡寇和官军。 三首诗均不求含蓄，而以笔力横绝

法仍然源于南北朝乐府民歌这类早期绝句的表现原

震撼人心。 这类七绝虽与盛唐格调差异很大，却能

理，创新成功便可以突破七绝禁忌， 开出新的审美

体现早期七言古绝质朴的特色，因而不但不能说明

境界。

源有其独到的认识。 其二是用七绝议论，这在杜甫

的“ 异径” ，主要反映了他在成都和夔州的日常生活

杜甫对绝句“ 无所解” ，反而说明他对绝句的体式渊
之前确实罕见，可算是他别开的“ 异径” 之一。 以议

总而言之，杜甫在七绝中表现的“ 别趣” 和探寻

中对现实的感悟和思考。 杜甫近似盛唐七绝的作品

论入诗，难免直露无余味，历来被视为杜甫七绝缺乏

虽然较少，但对七绝的表现原理有独到的理解。 他

情韵的重要原因。 但是七绝的表现原理与五绝一样

的七绝更多地表现了轻松愉悦的抒情基调，善于捕

是“ 愈小而大” ，以小见大。 杜甫这类七绝的含蕴往
往体现在构思立意中，而不在情韵中，因而就其风貌
体调而言固然可称变调，但仍然有言外之意，符合七
绝的创作原理。 例如《 喜闻盗贼总退口号》 五首其
四：“ 勃律天西采玉河，坚昆碧盌最来多。 旧随汉使

捉自然景物中的生机和人际交往中的雅趣，尤其突
出地呈现了诗人放达幽默的性情和风致，以及对深
层审美感 觉 的 追 求， 这 种 “ 别 趣” 绝 非 前 人 所 说 的
“ 粗、拙、憨、钝、伧” 可以概括。 同时他追溯到早期
绝句的源头，突破传统作法的禁忌，以各种“ 创体”

千堆宝，少答胡王万匹罗。” 此诗回忆西域勃律、坚

辟出新径。 尽管这些探索有得有失，但充分发掘出

昆诸国旧时与唐朝通好，似乎只是对昔日和平景象

七绝的表现潜力，在盛唐七绝推崇情韵的传统审美

的怀念。 但诗中的言外之意在第三句的“ 旧” 字上，

标准之外开出了“ 趣多致多” 的新境界，为中晚唐和

说明西域朝贡的盛况不再，则安史之乱后朝廷的衰

宋人展示了七绝发展的广阔空间。

弱和吐蕃、回纥阻断交通的现状就不难想象了。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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