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杜甫、李商隐  七言律诗各 48、40 首 
 
 
                            登高                   锦瑟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蜀相        无题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无题二首（其一）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登楼       无题四首（其一）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恨别                 （其二） 
 
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 
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    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 
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    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 
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阁夜         杜工部蜀中离席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    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    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 
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 
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    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 
 
 

九日                 安定城楼 
 
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 
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    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 
殊方日落玄猿哭，旧国霜前白雁来。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弟妹萧条各何往，干戈衰谢两相催。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咏怀古迹五首（其一）         马嵬二首（其二）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其二）        宋玉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何事荆台百万家，惟教宋玉擅才华。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楚辞已不饶唐勒，风赋何曾让景差。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落日渚宫供观阁，开年云梦送烟花。 
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可怜庾信寻荒径，犹得三朝托后车。 
 
 

          （其三）             和人题真娘墓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虎丘山下剑池边，长遣游人叹逝川。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罥树断丝悲舞席，出云清梵想歌筵。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柳眉空吐效颦叶，榆荚还飞买笑钱。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一自香魂招不得，只应江上独婵娟。 
 
 
 



         （其四）        井络 
 
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    井络天彭一掌中，漫夸天设剑为峰。 
翠华想像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    阵图东聚燕江石，边柝西悬雪岭松。 
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    堪叹故君成杜宇，可能先主是真龙。 
武侯祠屋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    将来为报奸雄辈，莫向金牛访旧踪。 
 
 
               （其五）                   筹笔驿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 
 
 

   秋兴八首（其一）       隋宫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于今腐草无莹火，终古垂杨有暮鸦。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地下若逢陈後主，岂宜重问後庭花。 
 
 

          （其二）        咏史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华。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查。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 
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    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 
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其三）        茂陵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    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 
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    内苑只知含凤觜，属车无复插鸡翘。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  
 
 
 



          （其四）        南朝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玄武湖中玉漏催，鸡鸣埭口绣襦回。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 
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迟。    敌国军营漂木柹，前朝神庙锁烟煤。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满宫学士皆颜色，江令当年只费才。 
 
 
                        （其五）                  汉南书事 
 
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    西师万众几时回，哀痛天书近已裁。 
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    文吏何曾重刀笔，将军犹自舞轮台。 
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    几时拓土成王道，从古穷兵是祸胎。 
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    陛下好生千万寿，玉楼长御白云杯。 
 
 

          （其六）          无题二首（其一） 
 
瞿唐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    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 
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    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 
朱帘绣柱围黄鹤，锦缆牙樯起白鸥。    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 
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任好风。 
 
 

          （其七）                 （其二）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    重帷深下莫愁堂，卧後清宵细细长。 
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    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 
波漂菰米沈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    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 
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    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 
 
 

           （其八）       碧城三首（其一）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    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 
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 
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 
彩笔昔游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    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树水精盘。 
 
 
 



    九日蓝田崔氏庄             重过圣女祠   
 
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    白石岩扉碧藓滋，上清沦谪得归迟。 
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    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 
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    萼绿华来无定所，杜兰香去未移时。 
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子细看。    玉郎会此通仙籍，忆向天阶问紫芝。 
 
 

望岳        潭州 
 
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孙。    潭州官舍暮楼空，今古无端入望中。 
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    湘泪浅深滋竹色，楚歌重叠怨兰丛。 
车箱入谷无归路，箭栝通天有一门。    陶公战舰空滩雨，贾傅承尘破庙风。 
稍待西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源。    目断故园人不至，松醪一醉与谁同。 
 
 

    曲江二首（其一）       曲江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 
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    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    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 
 
 

           （其二）                二月二日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 
 
 

卜居        流莺 
 
浣花流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    流莺飘荡复参差，渡陌临流不自持。 
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    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 
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    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 
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上小舟。    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 
 
 
 



狂夫        春雨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    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 
风含翠筱娟娟静，雨裛红蕖冉冉香。   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    远路应悲春晼晚，残霄犹得梦依稀。 
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 
 
 

堂成               正月崇让宅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    密锁重关掩绿苔，廊深阁迥此徘徊。 
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先知风起月含晕，尚自露寒花未开。 
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    蝙拂帘旌终展转，鼠翻窗网小惊猜。 
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    背灯独共馀香语，不觉犹歌起夜来。 
 
 

江村          泪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永巷长年怨绮罗，离情终日思风波。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湘江竹上痕无限，岘首碑前洒几多。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人去紫台秋入塞，兵残楚帐夜闻歌。 
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 
 
 

客至                 春日寄怀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世间荣落重逡巡，我独丘园坐四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 
盘餐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青袍似草年年定，白发如丝日日新。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    欲逐风波千万里，未知何路到龙津。 
 
 

野望                  富平少候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    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候。 
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    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 
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    彩树转灯珠错落，绣檀回枕玉雕锼。 
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    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野老                银河吹笙 
 
野老篱前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    怅望银河吹玉笙，楼寒院冷接平明。 
渔人网集澄潭下，贾客船随返照来。    重衾幽梦他年断，别树羁雌昨夜惊。 
长路关心悲剑阁，片云何意傍琴台。    月榭故香因雨发，风帘残烛隔霜清。 
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     不须浪作缑山意，湘瑟秦箫自有情。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闻歌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敛笑凝眸意欲歌，高云不动碧嵯峨。  
老去诗篇浑漫兴，春来花鸟莫深愁。    铜台罢望归何处，玉辇忘还事几多。 
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    青冢路边南雁尽，细腰宫里北人过。 
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    此声肠断非今日，香灺灯光奈尔何。 
 
 

宿府               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    露如微霰下前池，月过回塘万竹悲。 
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    浮世本来多聚散，红蕖何事亦离披？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    悠扬归梦惟灯见，濩落生涯独酒知。 
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岂到白头长知尔，嵩阳松雪有心期。 
 
 
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         赠刘司户蕡 
 
郑公樗散鬓成丝，酒后常称老画师。    江风吹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 
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    已断燕鸿初起势，更惊骚客后归魂。 
苍惶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    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 
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    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 
 
 
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         奉同诸公题河中任中丞新创河亭四韵之作 
 
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    万里谁能访十洲，新亭云构压中流。 
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    河鲛纵玩难为室，海蜃遥惊耻化楼。 
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    左右名山穷远目，东西大道锁轻舟。 
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  独留巧思传千古，长与蒲津作胜游。 
 
 
 



                送韩十四江东觐省            送崔珏往西川 
 
兵戈不见老莱衣，叹息人间万事非。    年少因何有旅愁，欲为东下更西游。 
我已无家寻弟妹，君今何处访庭闱。    一条雪浪吼巫峡，千里火云烧益州。 

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    卜肆至今多寂寞，酒垆从古擅风流。 
此别应须各努力，故乡犹恐未同归。    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 
  
 

         送路六侍御入朝                重有感 
 
童稚情亲四十年，中间消息两茫然。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 
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    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 
不分桃花红胜锦，生憎柳絮白于绵。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  
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    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九日        写意 
 
去年登高郪县北，今日重在涪江滨。    燕雁迢迢隔上林，高秋望断正长吟。 
苦遭白发不相放，羞见黄花无数新。    人间路有潼江险，天外山惟玉垒深。 
世乱郁郁久为客，路难悠悠常傍人。    日向花间留返照，云从城上结层阴。 
酒阑却忆十年事，肠断骊山清路尘。    三年已制思乡泪，更入新年恐不禁。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                  玉山 
 
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    玉山高与阆风齐，玉水清流不贮泥。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何处更求回日驭，此中兼有上天梯。 
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    珠容百斛龙休睡，桐拂千寻凤要栖。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    闻道神仙有才子，赤箫吹罢好相携。 
 
 

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               楚宫 
 
使君高义驱今古，寥落三年坐剑州。    湘波如泪色漻漻，楚厉迷魂逐恨遥。 
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未封侯。    枫树夜猿愁自断，女萝山鬼语相邀。 
路经滟滪双蓬鬓，天入沧浪一钓舟。    空归腐败犹难复，更困腥臊岂易招？ 
戎马相逢更何日，春风回首仲宣楼。    但使故乡三户在，彩丝谁惜惧长蛟。 
 
 
 



     白帝城最高楼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 
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 
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 
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白帝 
 
白帝城中云出门， 白帝城下雨翻盆。 
高江急峡雷霆斗， 古木苍藤日月昏。 
戎马不如归马逸， 千家今有百家存。 
哀哀寡妇诛求尽， 恸哭秋原何处村？ 
 
 

   诸将五首 （其一） 
 
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 
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 
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 
多少材官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 
 
 

          （其二） 
 
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 
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 
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 
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 
 
 

          （其五） 
 
锦江春色逐人来，巫峡清秋万壑哀。 
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 
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杯。 
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 
 
 
 



  愁 
 
江草日日唤愁生，巫峡泠泠非世情。 
盘涡鹭浴底心性？独树花发自分明！ 
十年戎马暗万国，异域宾客老孤城。 
渭水秦山得见否？人今罢病虎纵横！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强饭食犹寒，隐几萧条带鹖冠。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 
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 
云白山青万馀里，愁看直北是长安。 
 
 

      燕子来舟中作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 
旧入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 
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 
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