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2

第三節 憂傷的情懷與刻露的情欲 

 
  隨著皮日休、陸龜蒙、曹鄴、劉駕等一批咸通詩壇重要詩人的先後過逝，從

僖宗中和四年（884）到哀帝於天祐四年（907）為朱全忠所弒，改國號為梁，這

一段期間，即是筆者所謂的「唐末詩壇」。在這一個時期，唐代的政治已經完全

無可挽回了。自懿宗咸通以來各地發生的民變，如咸通元年（860），浙東裘甫作
亂；咸通九年（868），龐勛作亂；到僖宗乾符元年（874），王仙芝起兵，最後演
成黃巢之亂。社會秩序可謂全然崩潰，這個曾經燦爛輝煌的強盛帝國，終也走到

覆亡之時。 
  懿宗在位十四年卒，傳位給僖宗，年僅十二歲，《通鑑》僖宗乾符二年（875）
載： 
 
   上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

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上與內園小

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

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卷

252） 

 
由這一段敘述可見，當時的朝政是完全掌握在田令孜的手上；僖宗本身也完全沒

有政治才能，只知玩樂，甚至到剝削商旅寶貨以滿足自己的揮霍。長安城內尚且

如此，則政府對各地的天災人禍，就更不可能作出有效的處置。《通鑑》乾符元

年載： 
 
   上年少，政在臣下⋯⋯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日急。關

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

所在蜂起。（卷 252） 

 

從這一段史料我們可以看到，當百姓既要面對戰爭不斷的痛苦，又要承受滿足皇

帝窮奢極侈的橫徵暴斂，再加上連年水旱天災的威脅，生存的空間遭到嚴重的擠

壓，卻又無處告訴，民變的發生，已經是不可避免了。乾符元年（874），王仙芝
聚眾數千人，在長垣起事，正是在這種社會現狀之下發展出來的。隔年，黃巢亦

聚眾數千人呼應王仙芝，民變持續擴大，史稱黃巢「與高仙芝攻剽州縣，橫行山

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數月之間，眾至數萬。」由此可知，正由於朝廷重

斂的不斷壓榨，才會驅使民眾加入對抗政府的勢力之中。 
  僖宗廣明元年（880），黃巢率眾攻陷東都，再入潼關，僖宗出奔興元，長安

淪陷。隔年（中和元年 881）抵達四川成都。當此之際，唐末詩壇代表詩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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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韋莊正在長安1，目睹了整個事件的經過，寫下許多悲憤交集的作品。如《咸

通》一詩云： 
 
   咸通時代物情奢，歡殺金張許史家。破產競留天上樂，鑄山爭買洞中花。

諸郎宴罷銀燈合，僊子遊迴璧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管絃送年華。
2 

 
韋莊在詩中，面對黃巢攻入長安的混亂情形，回憶咸通以來，帝王貴冑那種奢侈

無度的生活時，寫下「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管絃送年華」這種描寫末世狂歡景

象的句子，對我們觀察唐末詩壇綺豔詩的表現，是非常具有啟發性的。因為，正

是處在這種極度危殆的政局裏，整個社會籠罩在一股強烈的憂懼氣氛之中，對於

即將到來翻天覆地變局的悲觀預期，人們不再規劃未來，於是將生命和物資完全

投擲於縱樂。這種心態，韋莊在另一首題為《對梨花贈皇甫秀才》詩中描寫得十

分具體，他說：「且戀殘陽留綺席，莫推紅袖訴金卮。騰騰戰鼓正多事，須信明

朝難重持。」（卷 3 頁 90）詩中描述，在一整天沉溺於綺席紅袖之後，詩人顯

得無限的眷戀；這種眷戀，不是出於對這種縱樂生活方式的執迷，而是出於對戰

火遍地下，明日的不確定感所帶來的深切悲哀。誠如羅宗強先生在描述唐亡之前

這一批知識份子的心態時說： 
 
   帶著這種末世的悲哀，這種消沉心理，他們中間有的走向歸隱；有的從歸

隱中走向與社會不合作，抨擊社會的黑暗與腐敗；有的則為干利祿而入

仕，為庸吏，在混亂的時局中尋一點空隙，縱情逸樂以度日；即使他們中

有的人對當時的政局或發出議論，有所主張，也大抵不切實際，空言而已。
3
 

 
羅先生從掌握當時知識份子普遍的、末世的悲哀感出發，就當時文學內容的表

現，作了具有概括性的論述，是十分具有參考價值的。當時的情況確實已經到了

令人不忍卒睹的地步。因為從僖宗中和四年（884）黃巢兵敗被殺之後，《通鑑》

對接踵而至的戰亂的描述，真可謂如「人間煉獄」般的令人怵目驚心。《通鑑》

僖宗中和四年載： 
 
   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命將出兵，寇掠鄰道⋯⋯所至屠翦焚蕩，殆無

                                                 
1 據夏承燾先生的《韋莊年譜》，僖宗廣明元年，韋莊年 45歲，正在長安應舉，故值黃巢入長安
之禍。收在李誼著《韋莊集校注》附錄之中。頁 607 四川省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 1986 年第

一版 成都第一次印刷 
2 《韋端己詩校注》卷二 唐．韋莊著 江聰平校注 台北中華書局發行 中華民國 73 年 3月
二版 這一首詩編在第二卷中，而此卷第一首詩下原注曰：「庚子年冬，大駕幸蜀後作。」「庚子

年」正是僖宗廣明元年。因此詩集乃韋莊所編，故繫年可信。 
3 《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第十章 頁 385～386 羅宗強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6 年 8月
第 1版第 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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孑遺。其殘暴又勝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北至衛、滑，西

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

煙火。（卷 256） 
 
從文中記載，秦宗權之亂幾遍中國，而行軍不預備糧食，竟是「車載鹽尸以從」！

情況之可怕，是很難令人想像的。 
  隔年，即光啟元年（885），僖宗自成都經鳳翔反回長安，結果呢？「至京師，
荊棘滿城，狐兔縱橫，上淒然不樂。」（卷 256）這個曾經盛極一時的長安都城，
大唐王朝的政經樞紐，如今殘破如此，連「專事遊戲」的僖宗都不能不為之「淒

然不樂」；都城殘破殆盡，生活其間的百姓遭遇之慘酷，就不言可喻了。並且就

在這一年，由於田令孜和河中節度使王重榮之間的矛盾，再次造成長安被李克

用、王重榮之兵所圍，田令孜挾僖宗再奔鳳翔，結果長安又遭兵火。《通鑑》光

啟元年載： 
 
   初，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王徽累

年補葺，僅完一二，至是復為亂兵焚掠，無孑遺矣。（卷 256） 

 
這是長安都城遭到兵火洗劫的情形。其餘各地兵亂混戰的局面，悽慘的情況並不

下於長安。如《通鑑》光啟三年（887）載楊行密伐討畢師鐸時，圍困下廣陵城

的慘況是： 
 
   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緡，草根本實皆盡，以

堇泥為餅食之，餓死者太半。官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

一聲，積骸流血，滿於坊市。（卷 257） 

 

在長期戰爭、飢餓的煎熬之下，百姓已經絕望到連反抗、求生的意志都完全放棄，

於是才會在被人綑綁宰割的情形下，連求救呼號的聲音都不曾發出。 
  光啟四年（888），僖宗返回長安，不久暴卒。宦官立壽王李瞱為帝，是為昭

宗。此年秦宗權部下申叢內叛，斷其足而囚之，向宣武節度使李克用求降。文德

二年（889），送秦宗權於長安，斬於獨柳樹下，歷時五年的秦宗權之亂結束。昭

宗光化三年（900），因縱酒無度，喜怒無常，被宦官劉季述、王仲先所囚，後又

復位。光化四年（901），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胤欲盡誅宦官，密與朱全忠結
謀，朱全忠自大梁起兵，諸宦官大懼，挾持昭宗出奔鳳翔，被朱全忠所圍，《通

鑑》天復二年（902）載： 
 
   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已為人所剮。市中

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百。（卷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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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鳳翔的情形，百姓性命的微賤，戰亂的酷烈，就在史官的這幾句話中，表露

無遺。 
  燒殘後的長安，淪為以賣人肉維生的揚州，和甚至人肉的價格不及犬肉的鳳

翔，戰爭所帶來的巨大破壞，以及對人性的嚴重扭曲，除了用「人間煉獄」四字

來形容外，很難再找到其他更貼切的詞語來描述。前引羅宗強先生所謂的「末世

悲哀感」，就是在這樣的時空環境下所產生出來的。終於，整個時代徹底絕望了。

朝不保夕的危殆感完全支配了詩人的生活及思想，禮法的堅持，隨著社會秩序的

崩潰，走向全面的解體。   
  就在這樣令人絕望的時代裏，詩人在描寫女性及男女情感主題方面，和前期

又有了不同。唐末詩壇這一段期間，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詩人，根據他們在書寫綺

豔題材上表現的不同，約略可以分成兩組。一組是以韋莊、唐彥謙、崔融為代表；

另一組則是以吳融、韓偓為主。前者感情色彩趨向黯淡而哀傷，後者則是更趨於

表現感官慾望的追求。 
  首先來討論韋莊等人的作品。這些作家在男女情感主題的寫作上，其基本傾

向是相當一致的，主要是承襲以李商隱為代表的那種惆悵、感傷的表現路線。在

韋莊的作品中，有五首以「悼亡姬」為主題的作品，風格和李商隱的同類作品比

較接近，我們且舉其中兩首來看： 
 
   默默無言惻惻悲，閒吟獨傍菊花籬。只今已作經年別，此後知為幾歲期。

開篋每尋遺念物，倚樓空綴悼亡詩。夜來孤枕空腸斷，窗月斜輝夢覺時。

〈獨吟〉（卷 700） 

   六七年來春又秋，也同歡笑也同愁。纔聞及第心先喜，試說求婚淚便流。

幾為妒來頻斂黛，每思閒事不梳頭。如今悔恨將何益，腸斷千休與萬休。

〈悔恨〉（同上卷） 

 

在〈獨吟〉題下小注云：「以下四首，俱悼亡姬作。」故可以確定為悼亡主題無

疑，至於悼亡的對象，因注文中指出是「亡姬」，所以應該不是韋莊自己的妻子，

而是侍妾。在第一首中，首聯就已經將整首詩貫注了濃厚的哀傷氣氛；第二聯說

明這種哀傷的原因，是因為這一名侍妾雖已亡故經年，可是詩人的哀痛仍然揮之

不去；接著藉由翻檢遺物的細微動作，呈現那種難以割捨的深切的懷念，以及午

夜夢回時，月映孤窗裏煢獨身影的寂寞。詩人對這一份情感的心情似乎是相當複

雜的，這從第二首詩題為〈悔恨〉的內容中可以窺知一二。在詩中第二聯寫著，

這名侍妾曾經為韋莊的及第而感到高興，然而可能韋莊在及第之後，另有議婚高

門之想，引起女方情感上的失落。因為根據夏承燾先生《韋莊年譜》的考訂，韋

莊及第是在昭宗乾寧元年（894），此時他已經 59歲了，則兩人相處的時間之長，

以及共同經歷過的覓舉過程的艱辛，可想而知。那麼在好不容易熬過那麼漫長的

時光之後，女方所盼來的竟是韋莊在情感上的不能始終，這種打擊當然非常的沉

重，因此導致女方心情的低落，這從詩的第三聯的「頻斂眉」及「不梳頭」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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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可以看見女方的情緒是很沮喪的，甚至可能就是因此染病過世。這種遺憾

的結局，使得韋莊心中感到悔恨，故寫下這一系列的悼亡詩來紀念這一名薄命的

侍妾。 
  大體上韋莊婦女主題的主要寫作風格均類於此，如〈悼楊氏妓琴弦〉、〈傷灼

灼〉等都是。胡震亨評他作品云：「體近雅正，惜出之太易，義乏閎深。」4這段

評語如果用來看待韋莊的綺豔題材的書寫，也是相當有啟發性的。所謂的「體近

雅正」，我們可以說是因為他的作品中，沒有如同期韓偓、吳融那種刻露的豔情

之作。像他的〈贈姬人〉，這類詩的內容多數傾向表現女性的容貌或技藝，可是

韋莊卻寫下：「莫恨紅裙破，休嫌白屋低。請看京與洛，誰在舊香閨？」（卷 700）
不僅未述及女性的色藝，甚至還有著亂世之音於其中，就是一個很明顯的例子。

至於所謂的「惜出之太易，義乏閎深」，乃是就韋莊全部這一類作品而言，從文

字表現來看，因太過於口語化而顯得淺率，不像李商隱的作品，在重重壓縮的曲

折隱諱中，充滿各種可能的聯想與詮釋空間。這是韋莊此類作品所呈現出來的事

實，優缺點均已涵蓋在簡要的評語之中，是很具有參考價值的。 
  在唐末詩壇中，唐彥謙應該比較受到後人肯定的詩人之一。如《唐才子傳》

載： 
 
   彥謙才高負氣，⋯⋯初師溫庭筠，調度逼似，傷多纖麗之詞。後變淳雅，

尊崇工部。唐人效甫者，惟彥謙一人而已。5 

 

又《全唐詩話》卷四「李商隱」條載： 
 
   鹿門先生唐彥謙為詩纂，慕玉溪，得其清峭感愴，蓋其一體也，然警絕之

句多有。
6
 

 
從以上的記載來看，唐彥謙詩的成就所以受到後人的推重，和他從杜工部、溫庭

筠及李商隱處多方學習，應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而就其現存的作品來看，綺豔題

材的寫作，受李商隱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如他的〈無題十首〉7、〈離鸞〉、〈穆

天子傳〉、〈楚天〉、〈柳〉等作品，不僅詩題近似李商隱，風格也極為神似。我們

試舉〈無題十首〉中的幾首來看： 
 
   春江新水促歸航，惜別花前酒漫觴。倒盡銀瓶渾不醉，卻憐和淚入愁腸。

〈其四〉（卷 671） 

                                                 
4 《唐音癸籤》卷八 頁 68 明‧胡震亨著 北京中華書局出版 1959 年 11月新一版 
5 《唐才子傳校箋》（四） 卷 9 頁 50 北京中華書局出版發行 1990 年 5月第一版 2000 年

2月北京第二次印刷 
6 《全唐詩話》卷 4 宋‧尤袤著 收在何文煥編訂之《歷代詩話》頁 102 台北藝文印書館發

行 中華民國 80 年 9月五版  
7 唐彥謙《無題十首》均為七絕形式，未見於宋代洪邁主編之《唐人絕句萬首》書中，故不能確

定是否為唐彥謙之作。在未有進一步確切考訂結果之前，暫視為唐彥謙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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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滴銅龍夜已深，柳梢斜月弄疏陰。滿園芳草年年恨，剔盡燈花夜夜心。

〈其六〉 

   楊柳青青映畫樓，翠眉終日鎖離愁。杜鵑啼落枝頭月，多為傷春恨不休。

〈其九〉 

 

在這些七絕作品中，唐彥謙時而以濃烈的筆觸寫出，如「倒盡銀瓶渾不醉，卻憐

和淚入愁腸。」道盡臨行分別之際，情人心中難以承受卻又不得不面對的苦楚；

又用以景寓情的含蓄手法表現，如「滿園芳草年年恨，剔盡燈花夜夜心。」描繪

在一片靜默無語的等待中，整個空間似乎也因無奈的哀愁而凝結著，並藉著夜夜

剔盡燈火的細微動作，流露著心中執著的懸念；或以感情投射的方式，在杜鵑淒

厲的啼聲裏，訴說著沉重的傷春情懷。唐彥謙這一類七絕作品，哀怨淒迷的風調，

確實與李商隱的作風非常接近。 
  然而，在唐彥謙的作品中，最與李商隱神似的當屬七律，尤其是〈離鸞〉一

首。詩云： 
 
   聞道離鸞思故鄉，也知情願嫁王昌。塵埃一別楊朱路，風月三年宋玉牆。

下疾不成雙點淚，斷多難到九迴腸。庭前佳樹名梔子，試結同心寄謝娘。

（卷 672） 
 
詩以「離鸞」為題，乍看來似是詠物，然從作品內容來看，當是藉詠物以抒發一

段難以釋懷，卻又無法挽回的深情往事。三年的朝夕相處，一朝分別歧路的哀傷，

如今只剩下淚眼中刻骨銘心的記憶，而唯一能傾訴這一份心情的，或許只能試著

將庭前這株梔子樹的枝葉綰成同心結，藉此傳遞那份深厚的眷戀與不捨。這首詩

充滿纏綿悱惻的情懷，熱烈執著的思念，欲言又止的無奈，重重疊疊的情感，壓

縮在字裏行間，造成巨大的張力，卻又被層層限制著，這種千頭萬緒的情感糾纏，

一如李商隱的許多無題詩一樣。大概是因感於這種神似之處，故胡震亨云： 
 
   唐彥謙律詩學溫、李，「下疾不成雙點淚，斷多難到九迴腸」，何減春蠶、

蠟蠋情藻耶？8 

 

這個評論將唐彥謙這一首〈離鸞〉的成就，提升到幾乎與李商隱同樣的高度，可

見唐彥謙受到後人肯定之一般。 
  在唐末詩壇另一位受到後人推崇的作家，就是以絕句為主要創作形式的崔道

融。《唐才子傳》「崔道融」條云： 
 
   工絕句，語意甚妙。⋯⋯誰謂晚唐忽有此作，使古人復生，亦不多讓，可

                                                 
8 同注 4 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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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矣。9 

 

傳中稱崔道融工絕句，這是符合事實的，一方面是因為在今本《全唐詩》第 21
冊卷 714中，編崔道融詩一卷，除了一首《梅花》詩為五律之外，其餘均為五絕

和七絕；其二是因為他的絕句，尤其是他的五絕，是晚唐詩人中少數能上追盛唐

遺響的作家，成就極高。如他的〈春閨二首〉云： 
 
   寒食月明雨，落花香滿泥。佳人持錦字，無雁到遼西。（卷 714） 

   欲剪宜春字，春寒入剪刀。遼陽在何處，莫忘寄征袍。（同上卷） 

 

從內容來看，是描述征婦思人之作。然而和晚唐同主題的作品如于濆的〈遼陽

行〉、〈恨從軍〉、〈古別離〉等比較，表現手法上更加含蓄委婉，淒苦之情卻溢於

言表。如第一首前兩句雖然專注在寫景上，可是在作者所營造出來那種餘香殘紅

的月夜景象烘托下，已然滿佈著淒迷的氛圍；在這樣的月夜裏，閨人對征人的深

刻思念，卻因無人可寄，而只能無助地等待與盼望著。整首詩沒有用到一個表示

情感的辭彙，然而所言之情卻清晰地傳達出來；並且從結構上看，以「無雁到遼

西」句作結，不再陳述因之而來的情感變化，也收到餘音繚繞的迴盪效果。第二

首的第三句「遼陽在何處」句，留下一個懸宕的空間，寄衣人到底知不知道遼陽

在何處呢？很顯然她是不知道的，因為既然知道何必發問！可是如果不知道遼陽

在何處，又如何能寄衣呢？這就是這一首詩的悲苦所在。因為既然不知遼陽在何

處，自然無法寄衣；可是無處寄衣，卻時時刻刻牽掛為征人寄衣之事，曲折迂迴

的心情，就透過簡樸的文字以及巧妙的結構娓娓道來，在親切之中寄寓無奈的感

傷，晚唐五絕作品中，除李商隱極少數作品之外，少有其比。 
  又如他的〈寄人二首〉云： 
 
   花上斷續雨，江頭往來風。相思春欲盡，未遣酒尊空。（卷 714） 

   澹澹長江水，悠悠遠客情。落花相與恨，落地一無聲。（同上卷） 

 
像這樣的作品，文字表現如信手捻來般的自然，雖然我們無從確定他所寄之人為

誰，可是在字裏行間所透露出來的那種淡雅、幽怨的情懷，強烈地予人一種女性

特有情感性質的聯想。在第一首中，作者首先從景象寫起，斷斷續續的雨淋灑在

孱弱的花朵上，來去不定的風在江邊、水上空蕩蕩地吹拂著，具體第描繪出一幅

淒涼的春雨綿綿的景色；這時，心中欲言又止的相思，隨著季節遷移的腳步，緩

慢卻無法抑制地持續在一整季的春光之中，這樣的心情，就算再多的美酒，恐怕

也無法令人忘懷那一份沉重的思念。第二首以永不止息的江水，觸動緜延不斷的

思念情懷，這種譬喻法雖然貼切，但因屢見於唐人的作品中，故並不會令人驚喜

之感；可是三、四兩句，卻從江水的開闊意象，一下子跳接到枝上花朵的凋落，

                                                 
9 同注 5（四）卷九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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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留下的空白與斷裂十分巨大，足可容納龐大的情感想像；然而作者在此時，

卻又將這所有的情感，無聲無息地凝結在注視花朵墜落到地面的過程裏。落花雖

然無聲，但是在這沉默的注視中所蘊涵的情感，卻是勝過千言萬語的。 
  從以上崔道融的作品來看，他會讓後代的詩評家如此驚豔之感，不是沒有道

理的。並且我們從他那種哀婉動人的言情之章裏，不也發現了與李商隱相當接近

的表現手法嗎？ 
  介紹完唐彥謙、韋莊與崔道融三人之後，接下來我們要討論的是唐末詩壇

中，與上述三人不同風格的另一組作家，即韓偓、吳融。這兩人在男女情感主題

的表現上，主要的傾向，是將這一種主題朝更無顧忌的大膽陳述方向推進。 
  韓偓和吳融二人是昭宗龍紀元年（889）同榜進士，又同朝為官，詩風乍看
之下是非常接近的，不過詳加比對之後，卻又有些許的不同。我們首先來介紹韓

偓的作品。在韓偓的《香奩集》中，對男女情感互動的描寫是極為濃烈的，如在

〈別緒〉中有句云：「此生終獨宿，到死誓相尋」從其中呈現出來對情感執著的

力道，以及那種直接的、毫無顧忌的表白方式，筆者印象中，大概只有初唐盧照

鄰在〈長安古意〉中所寫下的「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不羨仙」差堪比擬。

不過韓偓這十個字是直接陳述，和盧照鄰尚用比喻來形容，相較之下，韓偓的作

品顯得更為直截有力。另外像〈病憶〉云： 
 
   信知尤物必牽情，一顧難酬覺命輕。曾把禪機消此病，破除纔盡又重生。

（卷 683） 

 

詩中表現對美色執著顛連的心態，甚至到了無法自主的程度，因此就算理性自知

不可沉溺於此，卻完全無法抑制自己對美色的迷戀。又如〈惆悵〉中云：「身情

長在暗相隨，生魄隨君君豈知。」詩中女子的生命及情感，完全繫在鍾情男子的

身上，彷彿天地之間，除了男女之間的情愛相許之外，再無其他值得肯定與追求

的價值了。還有〈寄恨〉詩云： 
 
   秦釵枉斷長條玉，蜀紙虛留小字紅。死恨物情難會處，蓮花不肯嫁春風。 

（卷 683） 

 
詩中用「蓮花不肯嫁春風」來比喻一段不圓滿的感情，而作者用「死恨」來形容

對這一份遺憾的感受，這種強烈的語氣，在整個綺豔詩發展的過程中，也是難的

一見的。 
  從以上所引述《香奩集》中的言情之章來看，我們可以發現，表現於其中對

情愛執著的態度，往往和死亡意識聯想在一起，這一點是極引人注意的。因為在

整個唐代述及男女情感主題的詩篇中，似乎除了前引盧照鄰〈長安古意〉中的「得

成比目何辭死」，以及駱賓王在〈代女道士王靈妃贈道士李榮〉中的「寄語天上

弄機人，寄語河邊值查客，乍可怱怱共百年，誰使遙遙期七夕。」有類似的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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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幾乎未再見有如此灼人的情感熱度，及奔放的情感能量。不過如果我們細

細去品味，就會發現雖然兩者如此相似，可是作用於其間的心理卻完全不同。 
  在初唐駱賓王和盧照鄰的詩中，他們所表現的這種沛然巨大的情感力量，是

對世間男女情愛的高度肯定，一種對這一份情愛理想生死以之的頌揚，是「主情」

的唐詩的具體表現，也是這個正迎向高峰的時代中，一群洋溢著浪漫情懷的年輕

詩人的青春之歌。這種濃烈的情感力量，一旦發現時代裏，充滿各種值得期待的

可能性時，他們的熱情也就隨著傾注於其他理想的追求與實踐。這種追求熱情的

轉移，在駱賓王的〈從軍中行路難二首〉的第二首中，很明顯地表達出來。他說： 
 
   ⋯⋯春去秋來移灰琯，蘭閨柳市芳塵斷。雁門迢遞尺書稀，鴛被相思雙帶

緩。行路難，行路難。誓令氛祲靜皋蘭，但使封侯龍頟貴，詎隨中婦鳳樓

寒。（卷 77） 

 

詩中可以發現，詩人對詩中女子的眷戀之情不可謂不深；然而兒女情長的眷戀，

終究抵不過邊疆塞外立功揚名的強烈召喚，於是詩人連用兩次「行路難」來表現

前後抉擇上的轉移，離開象徵男女情愛的閨房，走向充滿金戈鐵馬的邊塞地區。

從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感受的，情感的關注雖然轉移了實踐的場域，可是情感的

強度卻絲毫未減。 
  然而到了唐末時期，詩人的情感雖然還是在，從以上所列舉《香奩集》中的

作品，就可以確切地知道這一點。可是衰朽至無可挽回的晚唐局勢，再也無法提

供任何其他價值追求與實踐的可能性。於是當外在的環境不再是建功立業、揚名

天下理想的實踐場域，而如此強烈的情感，卻又必須尋求一個出口的情形下，詩

人於是又回歸到對男女情愛價值的肯定。因此這一次情感的轉移，剛好和初唐的

方向相反，是從金戈鐵馬的塞外邊疆，退回到放縱情欲的都市，再由都市退回到

暖玉溫香的閨中，範圍逐步地縮小。情感力量雖然巨大，卻是以一種毫不在意的

方式，任意地揮霍珍貴的情感能量，就如同期韋莊在〈咸通〉中所說的「人意似

知今日事，急催管弦送年華。」因此在這種揮霍中，其實是充滿著末世絕望的情

懷，以及由之所引發的死亡陰影的籠罩。簡單來說，時至晚唐，詩人在混亂、殘

破的死亡景象的壓迫之下，表現在《香奩集》中男女情愛的書寫，就像一位溺水

的人一樣，傾其全力地試圖抓住人生僅存的一種價值。這種情形，一方面表現在

情愛主題與死亡意識的結合上，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對感官欲望的追求上，如〈偶

見背面是夕兼夢〉云： 
 
   酥凝背胛玉搓肩，輕薄紅綃覆白蓮。此夜分明來入夢，當時惆悵不成眠。

眼波向我無端豔，心火因君特地然。莫道人生難際會，秦樓鸞鳳有神仙。

（卷 683） 

 
詩中所陳述的事件，不過是佳人背後的驚鴻一瞥，卻就足以使得詩人為之夢想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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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眼神有意無意間的投注交會，灼熱地引燃了胸中熊熊的情感烈焰，夾雜著熾

熱感官慾望的追求滿足裏，彷彿要將生命中僅存的一點能量燃燒殆盡方肯罷休。

這種幾近本能的、非理性力量的赤裸呈現，本身就有種自我銷盡的自毀傾向。同

樣的情形不斷地重覆出現，如〈晝寢〉中說： 
 
   碧桐陰盡隔廉櫳，扇拂金鵝玉簟烘。撲粉更添香體滑，解衣唯見下裳紅。

煩襟乍觸冰壺冷，倦枕徐欹寶髻鬆。何必苦勞魂與夢，王昌只在此牆東。

（卷 683） 

 
詩中的第二聯，書寫女性的身體和衣飾，強烈地刺激著詩人的感官慾望；第三聯

則著重描寫女性慵懶的姿態，這些都被詩人解讀為一種誘惑、一種暗示，於是在

末聯詩人才會主動地回應了自己心中的本能慾望，似乎準備好隨時將自己投身於

感官的洪流之中，就算遭到滅頂也在所不惜。 
  《香奩集》中許多作品確實香豔無比，感官慾望的書寫不僅大膽直接，甚至

已經到了赤裸裸呈現的地步。乍看之下，與晚唐的政治局勢完全格格不入；但是

如果我們留心作用於其中的那股自我銷盡的非理性力量時，卻又會感到在這些香

豔的文字裏，其實傳達著一種異於尋常的強烈訊息。這種情形，《北里誌》的作

者孫棨在此書的序言中，也有所透露。在序言中，孫棨陳述自己寫作這一本書的

動機時說： 
 
   予頻隨計吏，久寓京華，時亦偷游其中，固非興致。每思物極必反，疑不

能久，常欲紀述其事，以為他時談藪，顧非暇豫，亦竊俟其叨忝耳。不謂

泥蟠未伸，俄逢喪亂，⋯⋯靜思前事，追悼無因，而久歷驚危，心力減耗，

向來聞見，不復盡記，聊以編次，為太平遺事云。
10
  

 

這一篇序文根據作者記於文末所示，是在「中和甲辰歲」，按唐紀編年是在僖宗

中和四年（884）。文中孫棨提到寫作這一本書的動機時說：「每思物極必反，疑

不能久」，從這兩句話中，我們就可以了解到，在縱情北里的同時，孫棨的心中

已經存在著對時代憂懼的感受，所以才會興起「常欲紀述其事，以為他時談藪」

的念頭。 
  孫棨這種不安的感覺，隨著雖黃巢之亂的爆發，終於成為事實。於是在幾經

喪亂之後，他動筆寫下動亂前歌舞繁華的北里盛況，作為憑弔「太平遺事」的記

憶。因此從孫棨在黃巢之亂之前，狎游北里時經常感受到的「每思物極必反，疑

不能久」的不安與憂慮中，我們就可以清楚地了解到，時代的混亂和京城北里的

縱慾尋歡，這種根本的衝突，其實已經有力地侵襲著詩人敏感的神經，所以他們

才會在一片歌舞昇平中，嗅到了深刻的憂患與恐懼。 

                                                 
10 《北理誌》唐‧孫棨著 收於楊家駱主編之《增補筆記小說名著第一集》台北世界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 80 年 6月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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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憂慮、恐懼的心情，在咸通時期，或許還能潛匿隱藏在表面的繁華之下，

但是隨著僖宗即位，王仙芝首先起兵叛亂，緊接著黃巢呼應於後，大規模的兵連

禍結自此展開。社會秩序全然解體，那種潛藏在表面下的恐懼與絕望再也無法掩

飾，人們「急催管弦送年華」的末世享樂心態，再向下沉淪至前所引《香奩集》

中自我銷盡式的感官慾望的追逐。理性主導的理想實踐被徹底地拋棄，因為時代

環境再也無法提供任何可能的條件；剩下來僅存的，只有官能慾望的滿足，只有

男女情愛的價值，仍可證明自身存在的事實與意義。因此從某種層面來說，《香

奩集》中所表現的情感，是一種一無所有後無奈的選擇，一種對時代徹底絕望後

的自暴自棄。否則同樣收在《香奩集》裏，何以會出現像〈哭花〉所云：「曾愁

香結破顏遲，今見妖紅委地時。若是有情爭不哭，夜來風雨葬西施。」這麼一首

哀感頑豔的作品呢？ 
  當然，事實總是有許多面相的。《香奩集》中雖然有一些作品在感情的力道

上相當強勁，使人很難一概以香豔之作視之。可是其中確實也存在很多風格軟膩

的作品，如〈懶起〉云： 
 
   百舌喚朝眠，春心動幾般。枕痕霞黯澹，淚粉玉闌珊。籠繡香煙歇，屏山

燭燄殘。煖嫌羅襪窄，瘦覺錦衣寬。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陣寒。海棠花在

否，側臥捲簾看。（卷 683） 

 

這首詩不管從內容或修辭表現來看，與南朝宮體詩幾乎難以分辨。就內容來說，

就是書寫一名女子早晨醒來，仍然躺臥在牀上的慵懶心情。文字表現方面，不僅

視覺色彩極為華麗，甚至也訴諸嗅覺上的刺激，尤其「煖嫌羅襪窄，瘦覺錦衣寬」

二句，更將女子因心中煩悶所呈現出來的言行，描寫得十分具體。不過除了這些

工筆細描的細緻文字之外，並沒有其他更深刻的情感的情感內容。另外在〈詠浴〉

一首所呈現的，則已經到了不堪的地步。詩云： 
 
   再整魚犀攏翠簪，解衣先覺冷森森。教移蘭燭頻羞影，自試香湯更怕深。

初似洗花難抑按，終憂沃雪不勝任。豈知侍女簾帷外，賸取君王幾餅金。

（卷 683） 

 
這種作品在內容和刻劃上的香豔程度，恐怕連南朝宮體詩都要瞠乎其後，並且最

不堪的是，末聯竟然以君王藉賞賜侍女來滿足自己偷窺嬪妃入浴作結。像這樣的

作法，確實很難不予人輕薄之感的。又如〈馬上見〉一詩云： 
   
   驕馬錦連錢，乘騎是謫仙。和裙穿玉鐙，隔袖把金鞭。去帶懵騰醉，歸成

困頓眠。自憐輸廄吏，餘暖在香韉。（卷 683） 

 

詩中最後一聯云：「自憐輸廄吏，餘暖在香韉」，這種顛連美色的心態，在溫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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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是看不見的。又如〈五更〉云： 
 
   往年曾約鬱金床，半夜潛身入洞房。懷裏不知金鈿落，暗中惟覺繡鞋香。

此時欲別魂俱斷，自後相逢眼更狂。光景旋消惆悵在，一生贏得是淒涼。

（卷 683） 

 
詩中作者對自己執迷、流連女色的表露，態度十分直接而坦率。這種毫無迴避、

忌諱的自我表白，從傳統的詩歌觀點來看待這種作品，它遭到嚴厲的指責與批

判，幾乎是必然的。然而，卻也有人從同情與了解的立場，來思考這類詩作的創

作動機。如方回在《瀛奎律髓》中說：「惟《香奩》之作，詞工格卑，豈非世事

已不可救，姑流連荒亡，以紓其憂乎？」方回在這一段評論文字中，首先點出《香

奩集》的作品是「詞工格卑」；接下來再推測其可能的創作動機，是出於危亡在

即，詩人憂慮不知所出，所以姑且縱情聲色，以此或得短暫的紓解。誠如康正果

先生所說的： 
 
   韓偓的時代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末日的頹廢情緒彌漫朝野，士大夫

普遍喪失了元、白諸人的使命感。他們懷著惶恐不安的心情，在脂香粉豔

的詩句中品味藝術快感，甚至滿不在乎地吟哦那種「格卑」的詩歌。11 

 

面對即將到來的危亡，士大夫們懷著「惶恐不安」的心情，寫下這種頹廢的、充

滿脂香粉豔的詩歌。 
  然而，如果完全從「紓憂」的創作動機，來解釋韓偓的這一類作品，似乎仍

有未愜之處。因為從另一個角度來看，他們是將這種對美色的追求與流連，視為

情感生活中相當重要的一部份。簡單來講，在他們而言，這種對美色的嚮往與眷

戀，是生活中值得書寫和肯定的重要部份；而這正是從大中時期以來，在溫、李

的作品中一再呈現的事實。因此，從「紓憂」的角度來解讀的些作品，則男女情

愛就只有「紓憂」的消極作用，一種類似精神上麻醉劑的東西，本身並沒任何積

極的價值。所以除了「紓憂」的創作動機之外，對於男女情愛價值的積極肯定，

應該有一定程度的影響。 
  並且對於男女情愛的肯定，雖然和晚唐昏亂的政治情形相比較，乍看之下有

些衝突，卻是情理發展的可能。因為隨著中唐以來，政局的逐漸趨向低迷，傳統

的政教勢力隨著走向解體。貞元、元和時期的權德輿、武元衡、令狐楚、王涯一

批臺閣重臣的詩中，出現以描述夫妻情感，或是閨怨、宮怨的作品；元稹、白居

易為數不少的許多冶遊、豔情之章，在在顯示了言情的篇章，早已萌芽於當時。

到了大中詩壇時期，代表人物的杜牧、溫庭筠、李群玉、李商隱等人，更將綺豔

詩中「情」的範疇，由夫妻之情再往外擴展至婚姻關係以外的男女情愛；更重要

的是，他們對於這種婚姻以外的男女情愛關係，通常是相當認真且嚴肅。也就是

                                                 
11 《風騷與豔情》第六章 頁 272 康正果著 台北雲龍出版社出版 1991 年 2月：臺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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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他們對於男女情愛的價值，是採取積極且肯定的態度的，只不過他們的表現

方式，通常比較含蓄，傾向一種婉約含蓄的情調。到了韓偓的時代，他對男女情

愛的關注態度，基本上是承襲前代而來；所不同的是，他的表現手法更加的大膽，

用非常直接的方式，書寫對於美色、對於男女情愛的執著，甚至許多作品有強烈

的性暗示於其中。所謂「韓致堯偓冶遊情篇，豔奪溫李。」（《唐音癸籤》卷八），

一方面正確地指出韓偓與溫、李之間的承繼關係，另一方也突顯了後者在綺豔詩

的書寫手法上的變本加厲。 
  所以從綺豔詩中，男女情愛主題發展的脈絡來看，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現象，

隨著唐室政權的逐步走向衰亡的同時，這種男女情愛的書寫，卻逐漸地成為詩壇

的主流，而創作態度也越來越大膽，越來越直接。這個發展過程就如同羅根澤先

生所描述的： 
 
   本來中唐的古文學家已因載道救世的失敗，轉而提倡奇辭怪語；社會詩人

也因言志刺世的失敗，轉而逃於聲色文藝。不過古文家不能忘情於道，社

會詩人也不能忘情於社會。到了晚唐五代的都市文人，才乾脆的反對載

道，提倡緣情。12 

 
羅先生對中唐到晚唐、五代文學思想轉變的描述，從綺豔詩發展的脈絡來看，是

完全符合事的。而其中提到晚唐、五代文人「反對載道，提倡緣情」的主張，則

更是具有啟發性。因為從這樣一個主張，正是宣示了「載道」和「緣情」這種創

作指導原則的遞變過程。晚唐文人提倡「緣情」，正是對於「情」的積極肯定；

出於對於「情」，尤其是詩人己身的情愛經驗的肯定，男女情愛主題的書寫，也

就理所當然地成為不必迴避，亦無需顧忌的內容了。 
  由以上的推論，筆者認為，晚唐五代時期的這種大膽、刻露的綺豔詩，它所

以發生的原因，應該可以從消極和積極的兩方面加以看待。從消極面來說，詩人

或許是是藉著流連於聲色酒筵，抒發自己不幸面臨危亡前夕的末世悲哀之感；從

積極面來思考，則是詩人更加肯定自己的情感經驗，從而擺脫傳統詩教觀點的限

制，以工筆細描的方式，刻畫出一個屬於個人私生活領域的香豔世界。從後者來

看，它在某種程度上，象徵了詩人在社會使命和私人情感之間，一種價值判斷的

轉變。這種轉變，在羅虯的一百首〈比紅兒詩〉中，可以找到一些端倪。如他在

詩中說： 
 
   陷卻平陽為小憐，周師百萬戰長川。更教乞與紅兒貌，舉國山川不值錢。 

   一曲都緣張麗華，六宮齊唱後庭花。若教比並紅兒貌，枉破當年國與家。

（卷 666） 

 

                                                 
12 《晚唐五代文學批評史》第一章 頁 5 羅根澤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969
年 6月臺一版 1996 年 4月臺二版第 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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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二首詩中，羅虯以完全顛覆「女色亡國」的方式，盛讚這位雕陰官妓杜紅兒

的美貌。在他的心中，和杜紅兒的美貌相比之下，國家社會、山川社稷的命運，

似乎顯得無足輕重，這和傳統文人賴以安身立命的價值觀，是有本質上的不同

的。所以我們可以合理地推測說，從其中所顯示的，應該不只是用「輕薄」二字

所能涵括，而是表示一種價值判斷的遷移現象。 
  《香奩集》中所呈現的情況比較複雜，已如上述。不過在吳融的作品中，就

比較趨向一致。吳融有〈浙東筵上有寄〉詩云： 
   
   襄王席上一神仙，眼色相當語不傳。見了又休真似夢，坐來雖近遠於天。

隴禽有意猶能說，江月無心也解圓。更被東風勸惆悵，落花時節定翩翩。

（卷 687） 

 
像這種言情之作中所呈現的詩人形象，已經非常接近儇薄佻豔一派。同樣的氣質

亦出現在題為〈情〉的七絕中，詩云：「依依脈脈兩如何，細似輕絲渺似波。月

不長圓花易落，一生惆悵為伊多。」（卷 685）雖然無以確定此「情」之內涵性
質如何，可是從表現手法上的軟膩來思考，恐怕也不容易聯想到有什麼嚴肅的內

容。概括來說，吳融詩中關於男女情愛主題的書寫，雖然不像《香奩集》那樣刻

露的描述，卻同時也沒有那種予人強烈震撼的力量感。我們試舉幾首來看： 
 
   家住叢臺舊，名參絳圃新。醉波疑奪燭，嬌態欲沉春。伴雨聊過楚，歸雲

定占秦。桃花正濃暖，爭不浪迷人。〈即席〉（卷 684） 

   園密花藏易，樓深月到難。酒虛留客盡，燈暗遠更殘。麝想眉間印，鴉知

頂上盤。文王之囿小，莫惜借人看。〈出遲〉（同上卷） 

   鸞鏡長侵夜，鴛衾不識寒。羞多轉面語，妒極定睛看。金市舊居近，鈿車

新造寬。春期莫相誤，一日百花殘。〈春詞〉（同上卷） 

 

第一首詩應是席上題贈之作；第二首當亦是酒筵歌席之間，因女子出見較遲戲贈

之詞；第三首大約是閨人春思之類的作品。在表現上除了第三首的第二聯「羞多

轉面語，妒極定睛看」，在描寫女子的複雜心情較為貼切外，情感上並無特殊之

處。尤其是前兩首，對女子的態度相當的輕薄，調笑的意味是很濃厚的。 
  大抵上，吳融詩中關於男女情愛主題的書寫風格，就如前引三首。其他像〈和

韓致光侍郎無題三首十四韻〉、〈倒次元韻〉、〈箇人三十韻〉、〈即席十韻〉，除了

堆砌許多華豔的辭藻之外，很難斷定其中有什麼更深刻的內容。 
以上筆者從男女情感主題的書寫，來觀察整個晚唐詩壇的發展過程，雖然在

個別作家之間，甚至在作家個人作品之間，存在著因時、因地而有不同表現的事

實。不過，就整個大方向來俯瞰，仍然有一定的發展脈絡可循。 
  在「大中詩壇」時期，詩人們在書寫男女情愛主題時，或許因對象的不同，

故在情感的表現上產生輕重不一的現象；然而幾位重要作家再書寫時，幾乎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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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親身經歷的情感經驗為主要內容，這一點是相當一致的。從這一個角度來

看，「大中詩壇」的詩人在此一主題上的表現方式，和中唐時期的元、白非常類

似，基於這種類似性，或許我們可以說，他們在這方面是受到元、白一定程度的

影響。因此筆者以為，從中唐元、白開始大量書寫個人情感經驗的風氣，在「大

中詩壇」被承繼下來，並且進一步深化，尤其是在李商隱手中，將此一主題中「情」

的質素加以精煉、純化，成為整個晚唐詩壇極具代表的特徵之一。 
  到了「咸通詩壇」，情形則有了明顯的改變。在這個時期的主要作家，除了

薛能之外，其他如曹鄴、劉駕、陸龜蒙、聶夷中的作品，在內容上幾乎都與作家

個人的情感經驗無涉，又回到初、盛唐時期泛寫閨怨的方式；同時在表現形式上，

也刻意以五古或樂府題來寫作。從他們所呈現的事實來觀察，「咸通詩壇」的詩

人，似乎自覺地想要擺脫自中唐以來，至大中時期已逐步成為詩壇主流的書寫方

式，刻意地越過這兩個時期，從初、盛唐的作家那裏尋求創作的學習對象。至於

薛能的作品，雖然和同期作家相比較之後是個例外，但是因為他的詩幾乎完全以

「詠妓」為內容，所以可以視為是中唐以來大量「詠妓」主題的延續，並成為下

一階段《香奩集》中某些內容的一個過渡。 
  「唐末詩壇」在此一主題上的特色之一，就是詩人又開始以個人的情感經驗

作為寫作的主要內容。其中韋莊、唐彥謙和崔道融的作品，主要是表現男女互動

中的情感質素，哀傷而誠摯，可以看成是上繼「大中詩壇」李商隱和趙嘏的寫作

路線。至於吳融及韓偓的情況比較複雜。就表現在《香奩集》中的作品來看，既

有「此生終獨宿，到死誓相尋」的堅定動人，也有「煖嫌羅襪窄，瘦覺錦衣寬」

的香豔軟膩。就情感的的態度而言，就像鐘擺一樣，始終擺盪在熾熱情愛的執著

與官能慾望的強烈刺激之間。這兩種對詩人產生同樣強烈吸引力的質素，時分時

合地糾纏在一起，透過最直接、最赤裸的文字加以表現出來，沒有任何顧忌與猶

豫。相對來看，吳融的作品則似乎只是酒席歌筵間的調笑之作，既不令人因驚嘆

而感動，也不令人因其近乎猥褻而震驚。所以從「唐末詩壇」作家的表現來看，

《香奩集》的出現，不管其表現的褒貶如何，它都是一個極引人注目的現象。從

這一個角度來思考，以書寫女性及男女情愛為主題內容的綺豔發展至此，似乎已

經走到盡頭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