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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诗歌里的
南苑风光

北京南苑先后是辽、 金、 元、 明、
清五朝时期的皇家猎场 ， 是元 、 明 、
清三朝的皇家苑囿。 历代帝王都把南
苑作为围猎、 校武、 临憩的胜地， 因
此随驾陪同的文臣名相也很多， 他们
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

明英宗钦点的“南囿秋风”

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 而南苑
又是以秋景最为闻名 。 在历代吟诵
南苑秋天的诗篇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
就是明代文坛领袖李东阳的 《南囿
秋风》：

别苑临城辇路开， 天风昨夜起宫
槐。 秋随万马嘶空至，晓送千骑拂地来。
落雁远惊云外浦 ， 飞鹰欲下水边台 。
宸游睿藻年年事， 况有长杨侍从才。

这首诗引起明英宗的共鸣和欣赏，
于是他钦点 “南囿秋风” 为 “燕京十
景” 之一， 南苑从此成为燕京最著名
的风景之一。

乾隆十分喜爱南苑， 曾写下关于
南苑的诗歌多达四百多首，如《射猎南
苑即事诗》 就把南苑的秋天写得很美：

北红门里仲秋天， 爽气游丝拂锦
鞯。 行过雁桥人似画，踏来芳甸草如烟。

在秋高气爽的仲秋时节， 大家纵
马奔向美丽的南苑， 一路上树木丰茂，
绿草如茵， 柔软的游丝儿似断似连轻
轻拂过华丽的骏马， 人们行在美丽的
桥上仿佛如在画中一般。 从诗里体会
到乾隆轻松喜悦的心情。

乾隆皇帝多次来此捕鱼

明代记载南苑周围一百六十里 ，
《日下旧闻考 》 确定为 “周垣百二十
里”， 比当时的北京城约大三倍， 所以
南苑有着不同于京城的开阔气象。 如
清代诗人查慎行在 《南海子》 一诗中
写道： “红门草长少飞埃， 万里平畴
掌上开 。 ” 清代诗人吴伟业也写道 ：
“平畴如掌催东作， 水田漠漠江南乐。”
康熙帝在 《海子北红门秋雨后行围戏
作 》 则直接指出 “玉辇遥临平甸阔 ，
羽旗近傍远林扬”。

南苑是永定河冲积扇上的湿地 ，
河流湖泊滋润了广阔的草场， 利于珍
禽异兽的繁衍生长 ， 这里绿树成荫 ，
青草遍地， 鸟兽聚集。 所以这里有着
与内城皇宫截然不同的广阔幽静 ， 有
着异于俗世的野趣横生， 即乾隆所说

的 “适可目游野连净， 得教心与物同
滋”。 (《新衙门行宫即事》) 这里既不
乏珍贵的麋鹿， “岁月与俱深， 麋鹿
相为友” (乾隆 《双柳树诗》)， “黄羊
麋鹿满平郊， 捷射争夸驰” (乾隆 《白
马篇》)， 也有一般的野鸭和雉兔等动
物， “红桥夹岸柳平分， 雉兔年年不
掩群” (纳兰性德 《南海子》)。

南苑湖泊一共有25处， 经过清乾
隆年间大规模疏浚之后 ， 泉源畅达 ，
清流潺潺， “五海” 再加上其他各处，
水面非常辽阔， 即吴伟业所写的 “七
十二泉长不竭， 御沟春暖日涓涓”。 这
里水美鱼欢， 据 《清实录》 记载， 顺
治曾在南苑网过鱼。 乾隆皇帝也曾多
次来此捕鱼， 在 《南红门捕鱼 》 诗中
详细描述了当时捕鱼的情景：

烟蓼亚寒汀， 澄波漾秋浦。 垂纶
玉镜明，潜鳞看指数。 萧然秋意深，数声
离案橹。 渔笛横西风， 云山入新谱。

皇家在此陆猎和水围

南苑作为五朝皇家猎场 ,围猎是一
项重要活动。 乾隆直到去世的当年已
届85岁的他还带着五世元孙来此小猎，
竟然还能“试射一枝箭，能开两力弓”。

古代皇帝打猎有两种形式， 一种
是大家所熟悉的骑马猎杀各种动物 。
熊和老虎作为猛兽， 无疑是大家争相
捕猎的重要对象： “三驱陪上将 ,四校
出神兵。 列戟围熊馆， 分弓射虎城 。”
(明代薛蕙 《驾幸南海子》)。 明代诗人
王廷陈的 《驾幸南海子》 诗也是写大
家一起群围打猎的情景：

虎兕先声伏， 车徒翼辇趋。 网罗
张一面， 部曲用三驱。

还有一种打猎方式是在高台上纵
放猛禽海东青捕捉天鹅、 大雁， 这是
金、 元时女真、 蒙古贵族一直保持的
传统。 南苑自从元代起就开始建立晾

鹰台， 是历代帝王纵放海东青的重要
场所。 明代魏之秀 《晾鹰台诗》 生动
描写了当时放飞海东青的壮观场景：

晾鹰台回接沤汀， 民乐咸歌囿诏
灵。 七十二桥虹影渡，骑郎争放海东青。

晾鹰台也是打猎 、 阅兵的地方 ，
每次皇帝率亲王 、 大臣 、 皇帝子孙 、
八旗官兵等上万人参加 ， 声势浩大 ，
盛况惊人 。 如清代康熙帝 《晾鹰台 》
一诗就是写激动人心的阅兵情景：

清晨漫上晾鹰台， 八骏齐登万马
催。 遥望九重云雾里，群臣就景献诗来。

南苑不仅可以陆猎， 还可以进行
水围。 乾隆 《水围》 诗忠实地记录了
这个壮观的画面：

舟围创举合禽渔， 岂必三虞稽礼
书。 比拟扬雄何太陋，长杨枉自诩周阹。

水围在每年的二三月间进行 ， 恰
好是候鸟北返， 凫雁成群嬉戏在浩瀚
的水面， 大量的官兵们乘舟悄悄地从
四面八方向事先设计好的地方围合 ，
成千上万的水鸟被赶上天空 ， 它们的
身影遮天蔽日。 趁此时机， 人们搭弓
放箭 ， 鸣枪放炮 ， 霎时间硝烟滚滚 ，
漫天箭雨， 打中的飞禽都纷纷飞落下
来， 水面上如同白雪一般。

帝王钟爱南苑留下诗篇

为了祭祀需要， 明清两代在南苑
内相继修建了20多所寺庙道观， 主要
有德寿寺、 元灵宫、 永慕寺、 宁佑庙、
永佑庙、 关帝庙、 龙王庙、 七圣庙等，
其中德寿寺和元灵宫最为出名。

顺治十四年， 顺治帝仿京城的光
明殿建造了元灵宫 。 每年正月十五 、
七月十五、 十月十五为神诞日， 清代
帝王均来此设道场祈福消灾。 如康熙
皇帝 《南苑元灵宫》 诗把这座道观写
得很有气势：

杰阁横霄峻， 清都与汉翔 。 规模
开壮丽， 星宿灿辉光。

再如乾隆六十年 《入南海子瞻元
灵宫有作》 写道：

向西归自东， 路便谒穹宫 。 六十
满年帝，八旬有五躬。 矻孜虽已切，安阜
念民穷。 祖爱天恩厚， 钦承愧一衷。

诗里充满了感恩和怀念， 他说蒙
受祖上的恩德和神仙的佑护， 不仅健
康长寿， 而且为了民生勤勤恳恳地努
力了一生。

顺治十五年， 顺治帝在旧衙门行
宫旁建德寿寺， 后来被大火烧毁， 乾
隆二十年又重新加以修建， 这次比之
前更盛， “规制崇丽”。 乾隆 《题德寿
寺禅房》 一诗写道：

开士幽居地， 乘闲一憩寻 。 闍黎
谁古若，澄景适今临。 砌卉迷寒蝶，庭柯
隐夕禽。 忧欣何处是， 默检向来心。

乾隆五十三年写的 《新衙门行宫
作》 概括了他钟爱南苑的原因：

小猎旋收有底忙， 行宫憩息趣犹
长。 驰驱筋力嫌他懒， 宵旰精神幸自
强。 庭树又看今日景，砌花不是少年场。
读书习射胥陈迹， 剩得拈成字几行。

在此休憩趣处多多， 不仅可以小
猎 ， 借此增强体力 ， 培养尚武精神 ，
而且可以赏花观景， 读书吟诵， 生活
好不自在。 这或许是众多帝王将相和
文人才子青睐南苑的原因所在， 所以
才留下这么多动人的诗篇。

摘自京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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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到了清代， 除了三
年一考的乡试、 会试正科，
还沿用了宋明以来的所谓
“恩科”。 尽管科举考试法令
甚严 ， 对科场舞弊的处罚
也 极其严格 ， 常有砍头株
连的记载 。 但清朝皇帝为
了 笼络大臣 ， 还是公开采
取了一些照顾大臣子弟的科
举措施。

按科场定例： 现任的京
官三品以上及翰詹科道， 外
任官员布政使 、 按察使以
上， 武官提督、 总兵以上，
他们的子孙、 同胞兄弟， 以
及同胞兄弟之子， 参加乡试
的称为 “官生”， 卷子另外
编为 “官卷”。 “官生” 的
录取是 “提前批” 的， 每二
十名 “官生” 取中一名， 这
比其他人考取举人要容易得
多了。

在道光以前， 礼部会试
和顺天乡试的主考官与房考
官， 他们的家人和亲戚如果
参加考试， 按照规定他们都
回避了批阅试卷这个环节。
然而， 这并不吃亏， 这些官
员的家人和亲戚的试卷， 会
被另外封起来派专人阅卷，
择优录取。

上述的照顾对象， 不管
怎么说， 还是要参加统一考
试的， 但还有一些人， 明明
榜上无名， 照样做举人。 雍
正六年， 乡试后， 一日雍正
皇帝心情很好， 通知手下大
学士、 尚书、 侍郎等高级官
僚， 谁家里有没录取、 年龄
在二十岁以上的子弟， 准许
每位大臣各举一个， 开出名
单送内阁审定。 大学士蒋廷
锡等众大臣欣喜万分， 列出
蒋溥等十二子弟的名字呈上
去。 后来， 这十二个人都被
皇帝特赐为 “举人”。

这些以科场加恩大臣子
弟的措施， 让大臣们更加感
戴皇恩尽忠效命。 然而， 这
也把 “为国选士 ” 的 “国
事 ”， 实际上变成了皇家的
私人 “家事”。

摘自 《甘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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