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忧国忧民的基调

无论是在传统知识分子的视野里，
还是在当下学术语境中，“爱国主义诗
人” 都是陆游的不二标识和主要标配。

作为中国古代诗词留存最多的诗
人 ， 陆游一生留下近万首诗作词作 ，
其中近一半作品是抒写和吟咏家国情
怀的。 正如 《唐宋诗醇》 所言： “其
感激悲愤、 忠君爱国之诚， 一寓于诗，
酒酣耳热， 跌宕淋漓。 至于渔舟樵径，
茶碗炉熏， 或雨或晴， 一草一本， 莫
不著为歌咏， 以寄其意。”

早年立下 “上马击狂胡， 下马草
军书” 誓愿的陆游， 以慷慨报国、 匡
复大业为己任， 把收复失地、 拯救黎
民作为人生第一要务。 由于偏居一隅
的南宋政权卑躬屈膝， 陆游的抗敌御
寇理想屡屡受挫， 只好依托诗词抒发
报国热情与许国志向。 其诗既有李白
的雄奇奔放 ， 又有杜甫的沉郁悲凉 ，
意境宏阔、 气象浑成、 文辞清丽、 格
调高昂， 将 “长缨果可请， 上马不踌
躇” 的爱国主题阐释得深透妥帖， 将
“位卑未敢忘忧国， 事定犹须待阖棺”
的家国情怀演绎得淋漓酣畅。

陆游痛恨女真统治者的暴虐恣肆，
疾恶南宋小朝廷的文恬武嬉， 怀念中
原人民的泪落胡尘。 因而， 忧国忧民
的基调统领并深蕴在他的诸多诗词作
品中。

“早岁那知世事艰， 中原北望气
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 铁马秋风大
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 镜中衰鬓已
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 千载谁堪伯
仲间。” 这首千古传诵的七律名篇， 感
情沉挚、 气韵浑厚、 言辞雅洁、 语势
腾纵。 全诗未着一个 “愤” 字， 却字
字含愤、 句句连愤， 不仅书写出愤之
情愫， 而且点明了愤之源头， 表现诗
人矢志不渝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

在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一诗
中， 陆游直抒胸臆： “僵卧孤村不自
哀， 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
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 这是一首为中
国古典诗歌史涂抹厚重一笔和亮丽色
彩的佳作。 全诗意境宏阔、 意象奇幻、
笔力豪健 、 气势恢宏 ， 表现了作者
“一寸赤心惟报国” 的高迈志向和抗战
雪耻的坚韧气节， 喊出了南宋时期志

士仁人的共同心声。 当代古典文学研
究专家叶嘉莹早年读罢此诗， 遂将陆
游引为精神知己。

“愤懑却不消沉”

无论境遇如何、 命运怎样， 中国
古代知识分子大都将人生价值和生命
意义深深植根于家国天下之中。 家国
情怀之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 既是一
种人生使命， 也是一种责任担当， 更
是一种精神支柱。

出生于豪绅仕宦之家的陆游， 幼
时饱读诗书、 遍览古籍。 修齐治平的
家国情怀浸润在他的灵魂深处、 流淌
于他的周身血液之中， 加之 “靖康之
难” 以降北宋覆亡， 大金铁骑屡屡践
踏南宋国土， 战乱频仍生民涂炭， 国
破家亡的奇耻大辱定格在陆游的记忆
里。 为国纾难、 为民解忧的家国情怀，
催生出一首首感情炽热 、 气势奔放 、
基调轩昂的诗词作品。

“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
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
乃翁”， 是陆游爱国诗中的扛鼎力作和
生命绝笔。 该诗以雄直之体、 浑转之
气、 奇崛之句， 点燃了诗人于生命终
点所迸发出来的耀眼爱国火花， 也是
对其家国情怀的终极梳理和精辟总结。
历朝历代凡是读过 《示儿 》 的文人 ，
无不为之动容悲戚。 与陆游同时代的
南宋诗人刘克庄曾写下一首 绝句 ：
“不及生前见虏亡， 放翁易箦愤堂堂。
遥知小陆羞时荐， 定告王师入洛阳。”
明代学者胡应麟评价 ： “忠愤之气 ，
落落二十八字间……每读此未尝不为
滴泪也 。” 明末清初文学家贺贻孙感
慨： “率意直书， 悲壮沉痛， 孤忠至
性， 可泣鬼神。” 诚哉斯言， 《示儿》

一诗既是陆游对膝下儿孙的临终嘱托，
更是诗人对国家、 对民族九死不悔忠
贞精神的真实写照与浓郁家国情怀的
缩影。

在 《诉 衷 情 》 中 ， 陆 游 感 慨 ：
“当年万里觅封侯， 匹马戍梁州。 关河
梦断何处， 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 鬓
先秋， 泪空流。 此生谁料， 心在天山，
身老沧洲 ？” 该词情切意笃 、 言辞晓
畅、 如叹如诉， 较之陆游其他书写苦
闷 、 倾诉衷肠的作品显得更有力量 、
更为动人， 也更加深沉地展现了作者
“报国计安心， 灭胡心未休” 的家国情
怀。 当代学者王方俊、 张曾峒在 《唐
宋词赏析 》 一书中作出如下评点 ：
“情感真挚， 丝毫不见半点虚假造作；
语言通俗， 明白如话； 悲壮处见沉郁，
愤懑却不消沉。”

“黄金错刀白玉装， 夜穿窗扉出
光芒。 丈夫五十功未立， 提刀独立顾
八荒。 京华结交尽奇士， 意气相期共
生死。 千年史册耻无名， 一片丹心报
天子。 尔来从军天汉滨， 南山晓雪玉
嶙峋。 呜呼！ 楚虽三户能亡秦， 岂有
堂堂中国空无人”， 是陆游49岁时写下
的托物寄兴、 言志抒怀之作。 该文情
韵富饶、 骨力劲健、 气势夺人， 表达
了作者切齿扼腕、 光鉴日月的铮铮意
志与驰骋沙场、 建功立业的不老雄心。
特别是最后 “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
这句旷世诘问， 慷慨直陈， 向天浩叹，
律动着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发出了
那个时代的强音， 对后世不无启鉴价
值和警策意义。

颂扬普通劳动者

家国情怀是一种生命共同体意识。
这种生命共同体的认同感， 建立在对
民众的仁爱之心和体恤之情这一人本
主义基础上。 陆游晚年创作的大量诗
词， 反映了民生疾苦和底层心声，寄予
了对民众的深切关注和无限同情， 表
达了心系苍生、 魂牵黎民的人文情愫。

“有山皆种麦， 有水皆种粳。 牛
领疮见骨， 叱叱犹夜耕。 竭力事本业，
所愿乐太平。 门前谁剥啄？ 县吏征租
声。 一身入县庭， 日夜穷笞搒。 人孰
不惮死 ， 自计无由生 ”， 语言平实质
朴 、 风格明丽清新 、 情感真切纯挚 ，
表现出诗人 “身为野老已无责， 路有

流民终动心” 的 “为生民立命” 的民
间立场。 当代古典文学专家冯海荣认
为， 该诗不堆砌典故， 也不追求辞藻
华丽， 写得平易委婉， 如话家常。

事实上， 民间立场和乡土情结灌
注、 氤氲在陆游的诸多作品中。 比如，
“惟有躬耕差可为， 卖剑买牛悔不早。
年丰米贱身独饥 ， 今朝得米无薪炊 。
地上去天八万里， 空自呼天天岂知”，
朴讷圆融、 平和隽永、 闲适淡雅， 蕴
藉着诗人远离红尘、 亲近百姓的素朴
心机。 又如， “我年近七十， 与世长
相忘。 筋力幸可勉， 扶衰业耕桑。 身
杂老农间， 何能避风霜？ 夜半起饭牛，
北斗垂大荒”， 机趣天然、 幽淡雅静、
低吟浅唱、 怡然自得， 表达了作者与
民众休戚与共、 庆吊相通的真挚情谊
与亲和关系， 抒发了诗人 “从今若许
闲乘月， 拄杖无时夜叩门” 的淡淡乡
愁。 再如， “敲门赊酒常酣醉， 举纲
无鱼亦浩歌。 片月又生红蓼岸， 孤舟
常占白鸥波。 人间各自生涯别， 文叔
君房愧汝多”， 简净明快、 素淡雅致、
逸趣横生， 充满着生活情调和艺术张
力。

对普通劳动者的颂扬与状绘， 是
陆游诗词中家国情怀的重要维度， 也
是其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重要标志 。
“潮生理棹 ， 潮平系缆 ， 潮落浩歌归
去”， 是对渔父生活常态的吟咏； “老
农爱犊行泥缓， 幼妇忧蚕采叶忙”， 是
对农民勤劳品性的褒誉； “谁言农家
不入时， 小姑画得城中眉”， 是对农家
少女形象的赞美； “老农能共语， 真
率会人心 ”， 是对村夫率真性格的礼
赞。 一代爱国诗人用淳厚、 晓畅、 明
快的诗词作品， 拉近了与普通劳动者
的心理距离， 将爱国主义诗词创作拉
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总之， 陆游至死不变的爱国精神
和家国意念， 不仅使其在同时代诗人
中无人比肩， 而且在中国文学发展史
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其诗其词， 既章
法整饬谨严， 又风格多维多样， 或气
壮语豪、 飘逸奔放， 或沉郁顿挫、 情
调低婉， 或自然流畅、 清新俊逸， 宛
如一泓清灵却不见底的深泉， 涓涓流
淌在后世文人的精神河床上， 涵育滋
养着后人的爱国情感与家国情怀。

摘自 《解放日报》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10
2018年
11月10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文
摘

版
式
设
计

李
媛

版
式
校
对

张
旭

中国古代诗歌中， 每当国难当头、 民族危殆之际， 家国情怀总会大放
异彩。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继承光大了这一传统， 并将其弘扬到前无古
人的高度。

事实上， 家国情怀不仅贯穿了陆游60余载的创作历程， 而且几乎融入
他的全部生命， 成为放翁诗词的主线与灵魂。 梁启超在 《读陆放翁集》 中
就曾感言： “诗界千年靡靡风， 兵魂销尽国魂空。 集中十九从军乐， 亘古
男儿一放翁。”

为为何何被被赞赞为为““爱爱国国主主义义诗诗人人””？？
陆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