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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南唐与宋初，徐铉七律如其仕途一样，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变化。其前期七律，虽有元和风调，但情
调与手法上更类晚唐诗风，而后期在题材、风格及创作手法上都向元和风调的主要代表者白居易靠拢，成为宋
初白体的代表性诗人。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南唐入宋作家心态的转变，也体现了唐末五代到宋初政治格局的
变化对士人诗风的影响及宋初右文政策对士人明松暗紧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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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ange of XU Xuan’s Poetic Style of Eight － line Chinese Poems
With Seven Characters to a Line and Its Poetic Connotations
ZHANG Lirong
（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7，China）

Abstract： In the Southern Tang Dynasty and early Song Dynasty，XU Xuan’s eight － line Chinese
poems with seven － characters to a line presents，as his official career，more obvious changes． Although his early eight － line Chinese poems with seven － characters to a line presents Yuanhe style，
they are nearer to the poetic style and techniques of late Tang Dynasty． However，his late poems are
closer in theme，style and techniques to BAI Juyi who was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Yuanhe style．
And XU Xuan becomes a representative of BAI style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which embodies not
only the change in attitudes of writers from the Southern Tang Dynasty to the early Song Dynasty，but
also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pattern changes on the poetic style of scholars from the lat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to the early Song Dynasty and the shackles of the policy of civil administration on
scholars．
Key words： XU Xuan； eight － line Chinese poems with seven － characters to a line； BAI style
徐铉（ 917 － 992） ，字鼎臣，世为会稽人，历仕南唐三主，早期仕宦坎坷，屡遭贬谪，后知遇于后主，历
任尚书右丞、兵部侍郎、翰林学士、御史大夫、吏部尚书。这与后主好文，而徐铉文采出众有关。 在南唐
［1］（ p202）

期间，君臣常有唱和。王士禛评其“诗文都雅，有唐代承平之风 ”。
进晚生，莫不宗尚”。这与南唐的文化气氛及徐铉的个人修养有关 。

他在南唐文坛，地位很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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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铉太祖开宝八年（ 975） 入宋时已 58 岁，其《骑省集 》中前二十卷都为仕南唐时所作，后十卷为入
宋之作。集中诗以唱和为多，约占四分之三，基本以七律为主。其前期七律 122 首，诗集的卷二一、卷二
二为入宋后之诗作，风格较前有明显变化，但诗体选择上仍偏重七律，有 47 首，另有一首佚诗，七律总数
为 170 首，占诗歌总数( 291 首) 的 42% 。在宋初，徐铉是文集保存比较完整，七律创作数量也比较丰富
的诗人之一。

一
徐铉入宋后不久，太宗继位。太祖朝后期的右文享乐之风已基本奠定，太宗朝更加大了崇文力度。
作为五代之际少有的博学之士，徐铉在宋初文坛很快脱颖而出。 太宗的雅好文艺，促进了宫廷唱和之
风。白居易提供的闲适优雅的唱和范式，经南唐君臣一脉传承，沿入北宋，造成了此期唱和之风大盛。
因此，台阁上下宴饮唱和是这个时期白体诗作的主要内容 。
徐铉的七律以入宋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就内容而言，以寄赠唱和及送行为主。其前期寄赠唱和
类 59 首，占前期七律总数的 48% ； 送行类 21 首，占 17% ，其余为感怀、咏物、登临等诗作。 后期寄赠唱
和类有 33 首( 其中奉和应制诗有 13 首) ，占后期七律总数的 72% ； 送行诗 12 首，约占 26% ，另外两首为
挽词，以此可见，入宋后七律在徐铉手中基本已成为应酬之具 。
徐铉仕南唐三主，前两朝屡遭贬谪，仕途并不顺利，知遇后主，才委以重任。与一般五代诗人不求上
进，随遇而安不同，徐铉的部分七律诗作体现出对现实的关注 ，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及对道统难续 、志向难
酬的无奈。如：
避难东归依韵和黄秀才见寄
戚戚逢人问所之，东流相送向京畿。 自甘逐客纫兰佩，不料平民著战衣。 树带荒村春冷
落，江澄霁色雾霏微。时危道丧无才术，空手徘徊不忍归。
诗的首联就描画出一幅乱世流民图 。次联尤其警策，先言自己的逐臣身份，并说是“自甘 ”，以引起
下文的“无才术”之叹，再用“不料”转折，提起“平民著战衣 ”，哀恸更深一层，却以淡笔出之。 三联写景
渲染出一片凄凉迷蒙的氛围，尾联总收全诗，“时危道丧 ”是时代的悲哀，“无才术 ”是自己的无奈，面临
这样的局势，似乎已无可奈何，诗人却还是徘徊不忍离去，更增添了全诗的悲凄无奈之感。 同类的哀叹
还有《贬官泰州出城作》：
浮名浮利信悠悠，四海干戈痛主忧。 三谏不从为逐客，一身无累似虚舟。 满朝权贵皆曾
忤，绕郭林泉已遍游。唯有恋恩终不改，半程犹自望城楼。
全诗也是感叹在四海干戈之际，自己却远谪他乡，无法为主分忧。 半程回望与空手徘徊，两首诗的
结句都类似。
( 《闻查建州陷贼寄钟郎中》)，“夕郎忧国不忧身，今向
其他如 “自怜放逐无长策，空使卢谌泪满裙”
( 《寄江州萧给事》)，“时情世难消我道，薄宦流年厄此身 ”
( 《和王明府见寄》)，“会友少於
天涯和逐臣”
( 《谪居舒州累得韩高二舍人书作此寄之 》)，“世路穷通前世远，半生谈笑此
分袂日，谪居多却在朝时”
( 《送陈祕监归泉州》) 等诗句都流露出末世逐臣的悲哀 。 在“封疆多难正经纶，台阁如何不用君 ”
生违”
( 《送黄没江明府》) 中，更体现出天涯沦落人共有的愤懑 。
人生波折的堪怜，国家命运的堪忧而时代的衰飒又使得诗人看不到振衰救弊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境
下，化解悲哀的办法就只有故作超脱。 正如作者自己所感叹的“自嗟多难飘零困，不似当年胆气全 ”
( 《再领制诰和王明府见贺》) 一样，这种超脱感经常伴随着功业未遂的不甘心 ，人生虚度、光阴蹉跎的无
奈及由此而来的对方外之趣的艳羡和及时行乐情绪 。如《病题》二首：
性灵慵懒百无能，唯被朝参遗夙兴。 圣主优容恩未答，丹经疏阔病相陵。 脾伤对客偏愁
酒，眼暗看书每愧灯。进与时乖不知退，可怜身计谩腾腾。
人间多事本难论，况是人间懒慢人。 不解养生何怪病，已能知命敢辞贫。 向空咄咄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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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与世滔滔莫问津。金马门前君识否，东方曼倩是前身。
前一首言自己生性慵懒，能力有限，但后主的知遇之恩尚未报答，因此尽管与时乖违，仍然不甘退
隐。可是时代又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 ，只能是“可怜身计谩腾腾 ”了。 第二首在前一首的低沉情绪上有
所转折，既然志向无成，不如懒散到底，滔滔世间随波浮沉罢了。从这两首诗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末
世文臣进退维谷的处境。身事无成，欲退； 主恩未报，却须进； 进而无功，最终还得“与世滔滔莫问津”。
( 《池州陈使君见示游齐山诗因寄 》)，“风烟不改长年
其他如“病后簪缨殊寡兴，老来泉石倍关情 ”
( 《九日落星山登高 》)，“此去萧然好长往，人间何事不悠悠 ”
( 《送欧阳大监游庐
度，终待临泉老此身”
( 《十日和张少监》) 等诗句都反映了这种消极避世的情绪 。
山》)，“且喜清时屡行乐，是非名利尽悠哉”
总之，无论是反映现实，还是寻求超脱，徐铉早期七律总在一种忧伤无奈的基调上反复吟咏。 在那
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作为偏安一隅的文臣，诗人似乎看不到理想的亮色。徐铉的落寞反映出时代的落寞
和国家命运的落寞。
徐铉前期七律还有数首艳情诗，如《梦游三首》、《赋得有所思》等。诗的主调基本一致，都是对往日
欢会的追忆和不得不忍受离别的惆怅 。以《梦游三首》之一为例，略加分析。
魂梦悠扬不奈何，夜来还在故人家。 香濛腊烛时时暗，户映屏风故故斜。 檀的慢调银字
管，云鬓低缀折枝花。天明又作人间别，洞口春深道路赊。
诗的起句点题，言是魂梦悠扬，似乎还在故人家中。 次联写故人家中的景象，上句既已言“夜 ”，此
处就承接夜色而来，香烛时时摇曳、明灭不定，投在屏风上的门影也飘移不定，渲染出一幅朦胧的幽会之
景。三联写意中人的美丽多情。而结语以不得不分别收尾，有佳期易尽、欢会难逢的怅叹。整首诗清丽
婉致，章法严密，韵律圆熟，是典型的晚唐艳情诗风。 与白居易的“高调管色吹银字，慢拽歌词唱渭城 ”
( 《南园试小乐》) ，杜牧的“檀的染时痕半月，落梅飘处响穿云”
( 《寄沣州张舍人笛》) ，赵嘏的“露浓如水
( 《早出洞仙馆》) 等诗句所体现的意趣极为相似，可见其七律还继承了元、白
洒苍台，洞口烟萝密不开”
及杜牧等“以近体写风情”之轻艳一脉。这一方面是晚唐诗风对元和诗风流响的承嗣 ，另一方面也是南
唐诗风的展现。入宋后，其七律诗中绝无此调，大约与作者的年龄、处境等相关。
徐铉的数首咏物诗《严相公宅牡丹》、《山路花》、《题殷舍人宅木芙蓉 》等，属晚唐郑谷一派，工整秀
丽，词清调美，但终有小巧之感。如：
山路花
不共垂杨映绮寮，倚山临路自娇饶。 游人过去知香远，谷鸟飞来见影摇。 半隔烟岚遥隐
隐，可堪风雨暮萧萧。城中春色还如此，几处笙歌案舞腰。
咏物而不泥于物象，却从游人、飞鸟的角度加以烘托，越显出路边小花的无限风情。 但即便是这样
的小诗，也一样透露出时代的悲凉感。隐隐烟岚，萧萧暮雨，景物的凄清正是诗人精神的写照。 在另一
首咏物诗《题殷舍人宅木芙蓉》中也反映了类似的情绪。五代文人缺乏人格力度，使得他们的诗作更多
接受了中国古代诗歌中伤春悲秋的主题 ，而看不到其中勃发的生命力。
他的七律怀古诗只有一首，即《题梁王旧园》：
梁王旧馆枕潮沟，共引垂藤系小舟。 树倚荒台风淅淅，草埋欹石雨修修。 门前不见邹枚
醉，池上时闻雁鹜愁。节士逢秋多感激，不须频向此中游。
诗情悲凉多愁。其写作手法上虽然继承了许浑怀古诗的一些特征 ，希望通过对景物的渲染来烘托
一种凄清的氛围，却失去了许浑诗中那种对现实的关注和对历史的反思，也没有了“一上高楼万里愁 ”
的气魄，留下的只有淅淅秋风中的荒台和修修细雨中的残石 。历史在徐铉那里除了眼中的荒败 ，已所剩
无几了。
徐铉早期七律，还有一首诗与其他诗作风格迥异 ，如：
和元帅书记萧郎中观习水师
元帅楼船出治兵，落星山外火旗明。 千帆日助江陵势，万里风驰下濑声。 杀气晓严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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鹢，凯歌遥骇海边鲸。仲宣一作从军咏，回雇儒衣自不平。
诗中洋溢着一种豪宕磊落之气。 尤其是第二联“千帆日助江陵势，万里风驰下濑声 ”的气魄，直逼
盛唐，在整个晚唐诗坛如此风调亦不多见 ，显示出徐铉性格慷慨激昂的一面 。正是这种气格使得他可以
只身入死地而无惧色。但遗憾的是，这种激情在其七律诗作中只是昙花一现。 正如可以为后主置死不
顾，同样也可以为宋主颂德歌功一样 ，时代世情造成的士人人格缺陷在徐铉这里展现无余 。
从以上分析可见，徐铉早期七律题材及诗风都呈现出一种多样化趋势 。既有贬谪的无奈，也有化解
的超脱； 既有艳情的纤柔，也有怀古的悲凉； 甚或还有《观习水师 》这样的健举之作，但前期七律整体诗
风工稳整丽。这与徐铉本人对清丽诗风的爱好相关 ，在《答左偃处士书》中他言对方“负磊落之气，畜清
［2］( 卷二十)

［3］(
在《成氏诗集序》又重申： “嘉言丽句，音韵天成，非徒积学多能，盖有神助也。” 卷十八)
其对嘉言丽句的喜好，在诗作中有比较明显的体现。宋文莹《玉壶清话 》卷八曾摘其佳句如 “兰桡破浪

丽之才”，

( 《重游木兰亭 》)，“千帆日助阴山势，万里风驰下濑声 ”
( 《观习水战 》)，“向
城阴直，玉勒穿花苑树深”
( 《病题》)，“三朝恩泽冯唐老，万里江山贺监归”
( 《陈秘监归泉州》) 等
空咄咄频书字，与世滔滔莫问津”
［4］（ p79）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精心锤炼之功 。其对清词丽句的喜好，较多体现在景物描写
与意境创造上，这一点和晚唐许浑、郑谷等人七律十分接近，其格律上还有仿效许浑拗律的一面 。
数条。

其诗中不时出现的议论，又使得诗风带上了一定的理性色彩，如《游蒋山题辛夷花寄陈奉礼 》中的
“簪缨且免全为累，桃李犹堪别作期”，《寄歙州吕判官 》中的“莫忆班行重回首，是非多处是长安 ”等诗
句则继承了白居易七律的理性因素 。其艳情七律亦有元稹、白居易风情诗的特色。 因此吴之振言其诗
［5］（ p68）
“冶衍遒丽，凄楚婉折，则难言之意多焉”，“具元和风律 ”。
方回在《瀛奎律髓 》中于徐铉七律只选
［6］（ p625）
《寒食成判官垂访因赠》一首，并评曰“诗有白乐天之风”，
显然有以偏概全的嫌疑。 诚然，徐铉七
律在语言清浅，诗律圆熟，章法顺畅方面确有类似白乐天诗的特点 ，但其对语言的锤炼和对仗的讲究 ，则

避免了白居易七律滑易浅切之弊 ，而具有晚唐诗人的组织之工。因此就其前期七律总体创作而言 ，显示
出元和诗风和晚唐诗风合流的趋势 ，但更偏向于晚唐风格。

二
徐铉的七律创作在入宋后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首先，题材更加单调。除了两首挽词，就只有唱和与
送行两类。在入宋十数年的创作中，如此狭隘的取向令人惊讶。如果不是诗人精神的全面退缩，实在别
无解释。其次，早期的悲凄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百无聊赖式的闲适。 第三，创作手法上也发生了变
化，早期重抒情，后期重写意，早期多用写景等手法渲染，后期多用赋笔铺陈。这才是其诗风真正类似白
乐天的地方。也即是说徐铉七律在入宋后呈现出晚唐诗风向白体诗风转变的趋势 。
徐铉前期七律明确标明“奉和御制”的只有一首，即《奉和御制茱萸》，是首咏物诗。其他如《蒙恩赐
酒奉旨令醉进诗以谢》、《御宴送邓王》等也应属奉和御制之列。除《奉和御制茱萸 》一诗用华艳的语言
描摹物态外，其他诗作则贯注了诗人对后主知恩图报之情和对国势的关切 。其应制诗作，主要在入宋以
后，就目前所见共 19 首，其中 14 首为七律，内容多为颂扬之词，艺术上也乏善可陈。宋初应制之作的出
现，显示出宋初七律创作对唐初七律初创之时题材上的回归 。但徐铉应制七律风貌和初唐时期已大不
相同。首先，诗题取向上不同。初唐奉和应制七律呈现出动感开放之态 ，其应制诗的题材多是关于皇帝
春日巡幸宴游之事。如崔日用的《奉和圣制春日幸望春宫应制 》、宋之问的《奉和春出幸太平公主南庄
应制》、沈佺期的《从幸香山寺应制》等，不一而足。 而徐铉的奉和应制诗，多以记皇帝的日常生活小事
和咏物为主，如《奉和御制打球》、《奉和御制夏中垂钓作》、《奉和御制闻早蝉》、《奉和御制殿前松兼以
书事》、《奉和御制扇》、《奉和御制棋二首》等。其次，诗题差异导致诗人在物象选择和诗歌总体风貌上
也有很大差异。初唐应制诗或写景清畅明朗，或借山川城阙构筑诗歌之意境，藻丽之中不乏高华，颂扬
之中不失气度，展现出大唐初建时期欣欣向荣的局势与诗人的卓然胸次 。 如沈佺期《兴庆池侍宴应制 》
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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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水澄潭映远空，紫云香驾御微风。 汉家城阙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镜中。 向浦回舟萍已
绿，分林蔽殿桂初红。古来徒羡横汾赏，今日宸游圣藻雄。
徐铉的奉和应制诗，则或用华美的物件装饰，来显示皇家珠光宝气的一面，或对所咏物象作细致地
描摹，而结归于歌功颂德。前者如《奉和御制打毬 》之“上闲精习渥洼骢，玉镂花鞍锦覆騣”，《奉和御制
元灯》之“金轮绣縠车声接，玉勒金羁马首骈 ”等都是通过物象本身的色彩来制造皇家的富贵气。 但这
种富贵气终觉过于坐实，而显得呆板，类似“剪彩为花 ”，美则美矣，终乏生气，正是晏殊所谓的“不善言
［7］（ p46）

后者如《奉和御制闻早蝉》，诗中间两联为“唤回昼梦和宫漏，引起微冰助麦秋。 禁柳烟
富贵者”。
中飞乍觉，御沟声里听偏幽”，通过对蝉声的多角度描写，渲染一种安静和谧的氛围，而结归为“群生遂
性宸章悦，从此人间不识愁”，欲显示普天同乐之意。 徐弦之应制诗结多类此，如“一曲云谣飞圣藻，万
( 《奉和御制上元灯 》)，“群臣共感文明运，况是天言诫懋哉 ”
( 《奉和御制岁日二首 》之
方歌咏仰尧天”
( 《奉和御制早春 》) 等，无不示人以谄媚之态。 如果说唐初应
一)，“天意分明启昌运，岱宗即看报群神”
制诗尚可起到“润色鸿业”的作用，宋初徐铉的应制诗充其量也就是疲弱的歌功颂德了，因为实在无色
可润、无业可鸿，至少在徐铉这样一个归顺人眼里 ，感觉不到大宋一统的自豪感。
这些七律诗作精神上的疲弱庸软和徐铉对诗歌的期望值大相径庭 。他在《成氏诗集序》中曾云：
诗之旨远矣，诗之用大矣。先王所以通政教，察风俗，故有采诗之官，陈诗之职，陈情上达，
［3］(
王泽下流。及斯道之不行也，犹足以吟咏性情，黼藻其身，非苟而已矣。 卷十八)
此论从两个方面阐发了“诗之用 ”： 其一，治世之诗要起到通政教，察风俗的作用； 其二，乱世之时，
可以借诗吟咏性情。第一点似与白居易早期的讽喻精神一脉相承 ，尽管白居易七律中的讽喻精神表现
得远没有其乐府诗强烈，但其七律亦以尖锐的议论表现了自己对社会 、功业、人生的怀疑，体现出一定的
现实精神。徐铉的诗作却一直在一己之感中徘徊 ，早期的忧伤也好，晚期的阿谀、闲适也好，都看不出诗
旨之远，诗用之大。诗作与诗论、实际与理想的分离体现出五代典型的空谈论道风气 。 关于第二点，道
之不行，吟咏性情，在徐铉早期七律诗作中倒是有所体现。 但是，这种乱世中所咏之性情，必然不是无
奈，就是颓废，从上文对其诗作的分析，亦可见一斑。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徐铉在道之可行的初宋之
时，选择的仍然是吟咏性情，体现出五代文人在精神气格上的缺陷。 此缺陷，在宋初颇具代表性。 如果
说作为归顺之人，徐铉的选择尚有无奈意味的话，与徐铉相反，入宋后一帆风顺的李昉则表现出一种心
甘情愿，津津乐道的自觉接受。他们都在宋初有意无意的继承了白居易晚年七律优游唱和 、吟咏性情的
一面。这一局面，要待天水一朝自己的诗人茁壮成长起来以后才能有所改变 。 时代和诗风呼唤着王禹
偁式诗人的出现。
徐铉晚期七律在艺术上也乏善可陈 ，前三联基本多用赋笔铺排，尾联则同归于颂，千首一律，读之生
厌。之所以如此，与徐铉的创作方式相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郡斋读书志 》云： “《读书志 》称其文
思敏速，凡有撰述，常不喜预作。 有欲从其求文者，必戒临事即来请，往往执笔立就，未尝沉思。 常曰：
［8］（ p1305）
‘文速则意思敏壮，缓则体势疏慢。’故其诗流易有馀，而深警不足。”
徐铉七律并没有达到他“文
速则意思敏壮”的理想状态，而出现四库馆臣所言之“流易有余，而深警不足”。南唐冯延巳亦曾云： “凡
人为文皆事奇语，不尔则不足观。惟徐公率意而成，自造精极。诗冶衍遒丽，具元和风律，而无淟涊纤阿
［9］
［10］（ p193）
之习。” 钱钟书《谈艺录》中云： “诗之率者必易。”
率易之作，在文或可一气鼓荡，在诗则难免有
浅滑雷同之嫌。徐铉自身诗作已为明证。 冯延巳言“具元和风律 ”符合徐铉在南唐时的七律诗风，而

“率易而成”，还要“自造精极”，怕是溢美之词了。
其应制诗风之所以如此，并非徐铉一己之过，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首先，诗题的琐碎，并非徐铉
的选择，而是圣意如此。圣意之所以如此，不仅与太宗朝的社会风气相关，还受到中唐以来诗歌题材普
遍世俗化的影响。而七律诗作中，大量将世俗题材引入七律的正是白居易 ，就此亦可看出宋初诗风所承
接之渊源。其次，赋笔铺陈用于七律，若乏大才驾驭，终不免于滞涩，而徐铉显然缺乏这样的才气。
徐铉后期的其他诗作也显示出同一格调 ，即对闲适情趣的津津乐道。如类似“坐临棋局延明月，行

第4 期

张立荣

论徐铉七律诗风的转变及其诗学内涵

47

( 《送阮监丞赴馀杭 》)，“官闲从饮扶头酒，地僻谁同闲手棋 ”
( 《又和寄光山徐员外 》) ，
采题诗对落花”
“朝退闲斋落叶天，道心真气本仙源”
( 《和清源太保闲居偶怀 》)，“酿成春酒谁堪酌，抄得新书自校仇 ”
( 《和清源太保寄湖州潘郎中 》) 之类，借诗、书、棋、酒悠悠度日的情绪在诗中屡屡体现，连挽词都言其
“富贵优游自古稀”
( 《太师相公挽歌词》) 。这种闲适情趣的集中体现可能是后人将其诗归为白体的最
大因素之一。徐铉的这一部分七律更多地体现了对白居易精神上的继承 。
创作手法上，徐铉后期七律依然有前期对仗工稳 ，格律圆熟的特色，但在语言锤炼上较为率易，从上
文所引《玉壶清话》摘其七律佳句都是前期诗作可见一斑。 在词汇选用上，华词丽藻也少了，多用平直
的语言直接叙述，显示出流畅浅切的白体风尚。但与白居易七律不同的是，白诗语言平易而有思致，徐
铉七律却大多是对闲适生活状态的直接描述 。写日常生活题材之作，如果没有对现实的反思与人生的
感悟作支撑，诗意难免显得庸弱繁琐。人生的境界不同，诗的格局不同，白居易的境界终非徐铉可比，所
以，徐铉七律也终究赶不上白居易七律的变化多端 。 若言真正的白体，徐铉只得其闲适情趣及语言浅
切、赋体铺陈等有限的因素而未得其神韵 ，这也是宋初白体的基本风貌。白体七律的好处要待东坡才青
出于蓝，发挥殆尽。①
由以上分析可见，徐铉前后期七律在题材、风格及创作手法上都呈现出较大的变化。 其前期七律，
虽有元和风调，但情调与手法上更类晚唐诗风，而后期则向元和风调的主要代表者白居易靠拢，成为宋
初白体的代表性诗人。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南唐入宋作家心态的转变 ，也体现了唐末五代到宋初政治
格局的变化对士人诗风的影响及宋初右文政策对士人明松暗紧的束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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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以流易之体，极富赡之思，非独俗士夺魄，亦使胜流倾心。然滑俗之病，遂至滥恶，后
① 〔清〕姚鼐《今体诗钞》云： “至于长庆，
皆以太傅为藉口矣。”（ 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 页） 说明白居易在七律上的变革。〔清〕方东树《昭昧詹言》云： “（ 七律） 白傅意
格，东坡祖本，但坡加以超妙，而无其俚俗，然且往往不免习气。”（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30 页） 说明在七律创作上，苏轼对白居
易的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