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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借婦女主題的書寫反映現實進行諷諭 

 
  晚唐以婦女為主題內容的綺豔詩，在表現上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藉

綺豔詩的書寫來反映現實並發揮諷諭及議論。誠如余恕誠先生所說：「相對於盛

唐而言，像是人到了中年，思考多了，風華少了。」1所以會如此，時代的遷移，

變亂的現實，促使中唐以後的詩人去思考、反省前代的教訓，當是一個重要的因

素。以下筆者擬分成三個小節來討論這一個主題。 
 

第一節 借婦女的遭遇反映昏亂的現實 

晚唐關於此一主題之寫作，從具體的表現來看，是深受前期的啟導的。因此，

對前期此類主題寫作的發展，有一些簡單的了解，應該會有所幫助。 
  在玄宗天寶時期以前，出現在詩人作品中的婦女，大抵上是以閨房和水邊、

蓮塘二處為主要背景。以水邊、蓮塘為背景的婦女，通常明朗而可愛，洋溢著熱

烈活潑的青春氣息；處在閨房中的女子，則往往以思婦的形象出現，婉約蘊藉地

流露出幽怨之情。兩者相比較之下，後者所受到的限制似乎更大，彷彿她們的生

命就被閉鎖在一個狹小的空間之中，只能在等待中渡過春去秋來歲月的流逝。然

而從相反的角度來思考，在嚴格限制的同時，其實也正是提供了重重的保護，使

婦女得以免除現實生活的直接衝擊。這種穩定的保護，至少需要倚賴時代環境提

供兩個條件：首先是在經濟上有充裕的物質資源供應，使得生活不虞匱乏；其次

是政治社會秩序的維持，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因此，當時代環境能至少能

充分提供這兩項條件，如初、盛唐時期，我們就可以看到出現在詩人筆下婦女的

生活是十分寧靜和諧的，就算有閨怨主題的出現，也感受不到婦女生活因此遭到

巨大的衝擊。可是當時代環境不再能維持這兩項條件時，婦女的生活就會遭到破

壞，於是在一些比較常把眼光投注在現實生活中的詩人作品裏，我們就可以接觸

到對她們悲慘遭遇的描述。從這一個方向來思考，詩人作品中婦女生活的轉變，

應該也是提供觀察時代盛衰的一個切入點。 
  就唐代而言，詩人作中婦女生活的轉變，大約是出現在玄宗天寶時期，集中

在杜甫和元結二人身上，並且二人詩中對婦女所遭受苦難的二項原因，也正是二

種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如杜甫在〈兵車行〉寫下「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壟

畝無東西」時，婦女的苦難是來自戰事頻仍的壓迫；而元結〈貧婦詞〉中「所憐

抱中兒，不如山下麑」的婦女，則是飽受貧窮的煎熬。這都是在玄宗天寶晚期，

安史之亂尚未爆發之前所寫下的作品，可見當時社會在提供婦女安定生活的條件

上，已經產生了很嚴重的問題。 
  在安史之亂爆發之後，婦女的生活在戰爭的波及之下，當然更加悲慘。如杜

                                                 
1 《唐詩風貌及其文化底蘊》第五章 頁 94 余恕誠著 台北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1999 年

8月初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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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的〈負薪行〉中描述夔州婦女過期不嫁時，有句云：「更遭喪亂嫁不售」，《杜

臆》在此句下注云：「蓋男子陣亡，無娶者。」2這是戰亂對婦女生活所帶來的影

響之一。另外稍後杜甫的戴叔倫在〈女耕田行〉中，則藉兩名少女因兄長被徵調

從軍，故必須下田工作的悲苦，來反映時代動蕩的事實。大約與戴叔倫同時的戎

昱有〈苦哉行〉四首，則是在陳述戰爭慘酷的破壞力。這些作品都是寫於安史之

亂期間，我們可以看到由於戰爭的爆發，男子被徵調從軍，所產生的二種立即影

響：其一，在農村生產人力不足的情形之下，婦女被迫走出閨房，一如〈女耕田

行〉中的少女一樣；其二，又因為男子從軍陣亡之故，影響到了婦女出嫁的時間。

這是政府無力維持秩序，導致戰亂發生，對婦女生活產生的明顯的破壞。 
  到了貞元、元和時期，藉婦女悲慘遭遇反映現實的作品，發展到了一個高峰。

在貞元中期即以成型，並產生影響力的韓孟詩派，其中的重要成員如孟郊、王建

與張籍，都在反映婦女現實生活中的困境方面，作出了可觀的貢獻。 
  從《唐國史補》中的記載來看，貞元時期表面上相當繁榮的，如在書中下卷

描述當時的情況時說：「長安風俗，自貞元侈於遊宴。」3近代史學名家陳寅恪先

生根據這一條記載，配合當時的實際情況作了深入的說明，他說： 
 
   貞元之時，朝廷政治方面，則以藩鎮暫能維持均勢，德宗方以文治粉飾其

茍安之局。民間社會方面，則久經戰亂，略得一喘息之會，故亦趨於嬉娛

游樂。因此上下相應，成為一種崇尚文詞，矜詡風流之風氣。4 

 
陳先生對貞元時期上下「以文治粉飾其茍安之局」的描述，是相當具體的，可以

讓我們對當時的社會風氣有一定的了解。並且陳先生又同時提到，在這樣的社會

風氣影響之下，當時的文風也趨向「一種崇尚文詞，矜詡風流」的情形。這一點

我們可以從當時的「搢紳羽儀」權德輿的作品，如〈雜言和常州李員外副使春日

戲題十首〉、〈雜詩五首〉、〈玉臺體十二首〉、〈雜興五首〉及許多贈內詩中得到印

證。 
  然而縱使社會及文學風氣如此，畢竟仍有人清醒地關注著現實，這就相對地

看出這一群詩人對社會的強烈關懷。在孟郊、張籍、王建的作品中，藉著征婦、

棄婦、貧婦（女）、宮人的悲苦遭遇，揭露出茍安局勢下更接近真實的一面。在

貧女（婦）方面如王建的〈當窗織〉及〈失釵怨〉，藉著用對比的手法，突顯社

會畸形發展的情形。〈失釵怨〉云： 
 
   貧女銅釵惜於玉，失卻來尋一日哭。嫁時女伴與作妝，頭戴此釵比鳳凰⋯⋯

鏡中乍無失髻樣，初起猶疑在牀上。高樓翠鈿飄舞袖，明日重頭一遍新。

                                                 
2 《杜詩詳注》（中） 卷 15 頁 1284 唐‧杜甫著 清‧仇兆鰲注 台北里仁書局發行 中華

民國六十九年七月三十日 
3 《唐國史補》卷下 頁 60 唐‧李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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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八十年六月四版 
4 《元白詩箋證稿》第四章 頁 87 陳寅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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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298） 

 
詩中藉一位貧女遺失「銅釵」的難捨心情，對比末兩句中富貴人家姬妾的奢華，

清楚地呈現社會下層百姓生活的實況。王建這首作品雖然對比強烈，可是就揭露

問題的強度上來說，就不如張籍在〈促促詞〉中所描述的情形。張籍的這一首詩，

主要是描寫貧窮夫妻在生活及租稅的雙重壓迫之下，所過的悲慘日子。詩中妻子

哀訴丈夫的辛苦時有一段說： 
 
   ⋯⋯今年為人送租船，去年補魚在江邊。家中姑老子復小，自執吳絹輸稅

錢。家桑麻滿地黑，念君一身空努力。願教牛蹄團團羊角直，君身常在應

不得。（卷 382） 

 

詩中婦人的丈夫為了養家活口，為了能順利上繳稅錢，付出的體力和心力幾乎已

經到了極限，這種情形看在妻子的眼中，雖然萬分的不捨，可是同時也絕望地了

解，這一切只是「空努力」而已。因此她更憂心忡忡地想到，丈夫如此努力地工

作，都只能如此，那麼如果丈夫發生意外，情況必然會更加惡化。問題是雖然她

心中暗自祝禱丈夫能身體長健，可是這一個願望卻像「牛蹄團團羊角直」一樣的

渺茫，畢竟她也知道，承擔一家生計的丈夫，很難在這種煎熬之下支撐下去。這

是多麼令人辛酸的哀訴！又在另一首〈山頭鹿〉中，張籍寫道： 
 
   ⋯⋯貧兒多稅輸不足，夫死未葬兒在獄。早日熬熬蒸野崗，禾黍不收無獄

糧。縣家唯憂少軍食，誰能念爾無死傷！（卷 382） 

 
這一首詩也提到沉重租稅對人民生計的強大壓力，更可悲的是，這一名婦女的情

況是「夫死未葬兒在獄」，顯然她已經完全無法承擔租稅了。問題是在這種現狀

下，為民父母的地方官吏所擔心的，如何湊足租稅來提供中央政府所需要的「軍

食」，卻完全漠視百姓的痛苦。 
  在描寫征婦的痛苦方面，孟郊的〈征婦怨〉還只在「良人自戍來，夜夜夢中

到」的思念中度日；在王建的〈送衣曲〉時，已經變成是「願身莫著裹屍歸，願

妾不死長送衣」的憂懼；到了張籍的手上的〈征婦怨〉，就更進一步藉婦女的遭

遇，對戰爭作出最直接、強烈的譴責了。詩云： 
 
   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沒遼水上。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

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在如晝燭。

（卷 382） 

 

張籍在這首詩中，藉征婦口中說出「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亦舒」，這已

經是一名婦的最低要求了；可是在戰亂的時代裏，連這種希望都算奢侈，更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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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情形是「夫死戰場子在腹」的無情現實。另外在張籍的作品中，關於征婦的

作品尚有〈寄衣曲〉、〈別離曲〉及〈鄰婦哭征夫〉等，都是描述婦女在面臨戰爭

帶來生離死別的情形下所承受的痛苦心情，其中如〈鄰婦哭征夫〉云：「今日軍

回身獨沒，去時鞍馬別人騎！」這就提醒我們，不是只有軍敗時婦人才會有痛苦，

而是只要有戰爭，只要有軍人死亡，就必定有家庭因此而破碎，這樣一個簡單卻

深切的道理。 
  除此之外，他們尚有涉及其他如「去婦」、「宮人」生活的描寫。前者反映在

日趨澆薄的社會風氣下，婦女往往被丈夫以更種理由拋棄的無奈；後者則觸及了

宮人生活中極為黯淡的一面。如王建的〈宮人斜〉云： 
 
   未央牆西青草路，宮人斜裏紅妝墓。一邊載出一邊來，更衣不減尋常數。

（卷 301） 
 
在王建的作品中，宮詞是相當重要的一部份，成就也高，如《才子傳》稱王建：

「宮詞特妙前古。」5並且他的宮詞中，多數是以描寫宮嬪得寵嬌貴的一面，這

一首「宮人斜」卻是個例外。所謂的「宮人斜」，是唐代專門用來埋葬過世宮人

的地，王建一反宮詞中慣常描繪宮殿的金碧輝煌，而從一處荒涼的墓地著眼，透

露出宮人生活極為黯淡的一面。詩中作者用「一邊載出一邊來」這種對比的寫法，

冷冷地對帝王生活中「更衣不減尋常數」的批判。 

  從以上王建和張籍作品中對婦女悲慘境遇的揭露裏，我們可以了解到貞元時

期粉飾太平的繁榮表象之下更真實的另一面。這種深度的反映現實的作品，在後

代獲得了極高的推崇，如《唐才子傳》「張籍」條中說：「於樂府古風，與王司馬

自成機軸，絕世獨立。」6這個評語是完全恰當的。 
  由孟郊、張籍、王建幾位貞元時期的代表作家，關注婦女悲慘命運反映現實

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發現，接下來元和時期元、白作品裏同類主題內容的書寫，

其實是有脈絡可尋的。如元稹在「樂府古題」項下的〈憶遠曲〉，描寫的是一位

婦女在夫家未得善遇的悲苦；〈夫遠征〉則是敘述征婦對征夫遠征時，那種「遠

征不必戍長城，出門便不知死生」的憂心如焚，卻又無奈、無助的心情；〈織婦

詞〉則是譴責官吏的徵所無度。這些作品中藉婦女所反映出來的社會問題，在王

建、張籍的詩中都已有著墨，兩者之間的相承關係明顯可見。 
  另外在白居易中的〈婦人苦〉一詩，則是從男女在婚姻關係裏所受限制的不

同，替婦女的委曲求全申訴。詩云： 
 
   蟬鬢加意梳，蛾眉用心掃。幾度曉妝成，君看不言好。妾身重同穴，君意

輕偕老。⋯⋯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孓。有如林中竹，忽被風吹折。一折

不重生，枯死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暫傷情。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

                                                 
5 《唐才子傳校箋》（二）卷 4「王建」條 頁 160 元‧辛文房著 傅璇琮主編   
6 同注 5 卷 5 頁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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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為君委曲言，願君再三聽。須知婦人苦，

從此莫相輕。（卷 435） 

 

在這首作品中，白居易可謂曲盡人情地敘述著婦女的心聲。最後四句，既像是婦

女近乎哀求的告訴，同時也透露出作者對女性深切的同情。另外像〈後宮詞〉中

所說的「三千宮女胭脂面，幾箇春來無淚痕？」雖然不像王建的〈宮人斜〉那樣

令人百感交集，卻也相當委婉地敘述了繁華表面下，多數宮人生活中寂寞淒涼的

一面。 
  從以上對元稹、白居易作品裏，關於女性現實生活主題書寫的簡單描述，我

們可以發現，他們所涉的許多層面，在貞元時期的王建、張籍的詩中，已經出現

過了。甚至筆者認為，如果從揭露現實黑暗面來思考，張籍和王建的作品，似乎

比元、白兩人更加直接且深刻地反映當時社會底層百姓的痛苦。況且從文字的通

俗流暢來著眼，王建、張籍的作品，也非常貼近生活與世俗，並不亞於白居易所

主張「其辭質而徑，欲見之者易諭也；其言直而切，欲聞之者深戒也。」的表現

要求。所以如果從本節的主題來思考，在這一條垂直發展的脈絡上，王建與張籍

當是元稹、白居易之前，承繼天寶杜甫及元結以來，關注現實、反映現實這種寫

作風氣的重要作家。 
  從天寶晚期到元和時代，以描寫蓬頭垢面的婦女形象反映社會下階層民眾痛

苦的寫實風格，有一條非常明顯的發展脈絡可以追尋。然而，自元和末期以後，

一直到大中詩壇的代表人物如溫庭筠、杜牧、趙嘏、李群玉、李商隱、薛能等人

的作品中，關於婦女形象的呈現，則產生了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用比較概括

性的方式來說，可以描述成蓬頭垢面的女性形象消退，代之而起的是濃妝豔抹、

綺羅脂粉的婦女形象。因此如果從詩中婦女形象的變化來思考，很明顯的，對於

豔美趣味的追求與喜好，成為大中時期詩壇的主流。 

  為什麼會有如此的變化呢？陳伯海先生在描述大中詩壇這種特殊審美傾向

時，曾就時代氛圍的因素來加以說明。他認為這一段期間，正好處在元和中興時

代已成過去，而大亂即將來臨的「低氣壓中」7。在這種時代氣氛的籠罩之下，

人們的心靈充滿著抑鬱與苦悶，由之而表現出一種特殊的創作傾向。他說： 

 

   苦悶的心靈尋求感官的刺激以為排遣，加上當時都市經濟畸形發展，士夫

文人奢華作樂、也遊柔芳視為常事，⋯⋯穠麗的色彩、芳香的氣息、柔弱

的形體、朦朧的意象，以及作為這些因素集中表現的女性美和愛情生活，

因而成為時代精神注目的焦點。8 

 

在這一段文字敘述中，陳先生從時代氛圍造成人們心靈苦悶的角度切入，說明士

夫文人所以會傾向表現女性美及愛情生活這種特殊審美趣味的原因，是十分值得

                                                 
7 《唐詩學引論》「別流篇」頁 131 陳伯海著 
8 同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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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的。不過我們仍然要注意的是，時代的風氣並不是突然就轉變的，它往往會

有一個過渡時期，這一個過渡時期應該就出現在白居易的晚年。白居易早年雖然

寫下許多反映現實的寫實之作，但在遭到貶斥之後，他的詩風就趨向頹放與閒

適，這種心情具體地表現在他的〈雲和〉詩中所說「欲散白頭千萬恨，只消紅袖

兩三聲」的字裏行間。因此我們或許可以說，大中詩壇的文人，在某種程度上，

是接續白居易晚年以聲色自娛的生活及創作方向，並進一步加以深化，企圖藉由

將自己注意力的焦點，轉移至對女性美及愛情生活的追求，來排遣、稀釋自己心

靈中的強烈苦悶。 

  白居易這種以聲色自遣的創作方向，在杜牧身上有明顯的呈現，康正果先生

在描述杜牧詩中的風流情調時說： 

 

   ⋯⋯文人在失意時還傾向於寄情聲色，以放浪形骸的姿態發洩牢騷。他用

醇酒婦人麻醉自己，故事以多情和輕狂自我標榜，藉以表示他對禮教和功

名的蔑視。杜牧就是這種風流才子型的人物。9 

 

康先生的說明，證諸杜牧一些幾近輕薄的作品如〈舊遊〉、〈宣州留贈〉、〈留贈〉、

〈偶見〉、〈書情〉等，是可以得到明確證據支持的。杜牧這一類以寄情聲色的方

式從事創作的詩，在其中所表現的情調，多少都帶有一種諧謔的性質。簡言之，

就只是一種在觥籌交錯的宴會上，一種自命風流文雅的文字遊戲而已。這種作

品，在李商隱的集中也不算少數，然而李商隱卻不止於此。 

  李商隱詩中的婦女形象也相當的美麗，但是他更著重去描寫這些美麗女子為

情所困的哀愁，這一點構成李商隱詩的一大特色。成如康正果先生所說，到了李

商隱的手中時： 

 

   詩中不過份地鋪陳美人的容貌和服飾，詩人開始描繪生活中的某一個場

景，構成典型的女性環境，藉以傳達成可以意會的豔趣。豔詩正在從元、

白的自傳性和敘事性轉向重視意境和情趣。10 

 

康先生這一段話梳理了綺豔詩中婦女形象的變化，把李商隱的書寫方式，視為是

對元、白的繼承與發揚，是相當具有啟發性的。關於這一點，余恕誠先生更將這

種「從元、白的自傳性和敘事性轉向重視意境和情趣」的變化過程，用「心靈世

界的開發」這樣一句話來概括，深入且集中地指出李商隱詩中，對自己內心世界

的「情」的曲折表述。 

  更值得注意的是，余恕誠先生對李商隱詩中那種哀感頑豔的作品，提出了一

個非常可貴的說明。他認為，李商隱所傳達的這種銘心刻骨的情感，主要是從對

即將沒落唐王朝所代表一切美好事物的哀悼之情所產生的。他認為面對這已逝的

                                                 
9 《風騷與豔情》第六章 頁 251 康正果著 
10 同注 9 頁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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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事物時： 

 

   詩人們又常常把它當作哀挽的對象，表現出憐香惜玉的心情。那種哀挽情

緒之重，正是由於生活中的美被損害得太多。這類詩篇，在李賀的創作中

已經占了相當的比重，⋯⋯稍後的李商隱用「傷春傷別」概括杜牧的創作，

他自己多數作品也離不開這個中心。這種「傷春傷別」，從作家對生活美

的把握方式看，正是用哀挽肯定美。11 

 

從余先生的說明中，我們可以清楚地了解到，在李商隱這位多愁善感詩人筆下，

美麗與哀愁為何會如此緊密卻又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原來，出現在作者筆下如此

濃厚的憐香惜玉的心情，正是出於對已逝美好事物，那種既無可奈何又無力挽回

的深刻眷戀所產生的。所以詩人只好藉由在不斷出現的「傷春傷別」的哀挽情感

中，傾洩他的悲哀和幻滅，敏感地從女性易消逝的青春美貌中得到觸發，並且具

象地表露出來。因此，在李商隱筆下所描繪的女性形象，雖然不像前期那樣的蓬

頭垢面，卻擁有另一種令人憐惜的情懷，一種對即將香消玉殞的美好事物的不捨

與傷痛。 

  宣宗大中十二年（858），憔悴終身的李商隱辭世，象徵性地結束了一個以「哀

挽肯定美」的文學時代。大中十三年（859），宣宗駕崩，懿宗在宦官王宗實等人

的簇擁下，取代夔王李滋即位。同年年底，浙東裘甫起兵作亂，雖然隔年（860）

即為浙東觀察使王式所擒，送長安處斬。然而接下來個地接連產生民變，咸通九

年（868），桂州戍卒在龐勛的帶領下，往北打向徐州，縱橫數千里，至咸通十年

（869）才被康承訓平定。僖宗即位，爆發王仙芝之亂，乾符二年（875），黃巢

起兵響應王仙芝。這一場民變歷時十一年，幾乎遍及全國，且曾攻入長安。這一

連串的動亂，猛烈地衝擊著原本已遭嚴重侵蝕的唐王朝的基業，同時也無情地逼

迫詩人們不得不面對現實。於是，一部份詩人開始從「傷春傷別」的感傷裏清醒

過來，注視著凋敝的民生與滿目瘡痍的破碎山河，於是在大中時期消逝一段時間

的寫實精神，又回到詩壇的主流。表現在他們詩中的婦女形象，又回復到如孟郊、

王建及張籍作品裏，那種掙扎於昏亂現實裏蓬頭垢面的模樣。 

  在此期中，詩人不再描繪女性的美麗與哀愁，而是更著重於婦德的表現。如

劉駕在〈桑婦〉中明確地說：「妾顏不如誰，所貴守婦道。」又在〈鄰女〉中也

對注重外貌的風氣，作出批判與譏諷。這種由對婦女美貌的重視，轉向對婦德的

推崇，相當具有象徵意義地宣示了詩人關注焦點的轉移。這種轉移，使得這一時

的詩人傾向以淺切、簡古的文字風格來表現婦女在現實環境中的遭遇，與前一階

段杜牧、溫庭筠、李商隱等人追求繁詞縟采的裝飾之美判然有別。 

  在婦女形象方面，「棄婦」、「征婦」和「織婦」是比較常出現的主題。就內

容及表現風格來看，咸通詩人在這些婦女形象的寫作上，以「棄婦」主題而言，

劉駕有〈效古〉、〈棄婦〉二首；曹鄴有〈棄婦〉、〈怨歌行〉及〈薄命妾〉三首。

                                                 
11 《唐詩風貌及其文化底蘊》第一章 頁 16 余恕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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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來看一看他們是如何表現「棄婦」這樣一個主題的： 

 

   回車在門前，欲上心更悲。路傍見花發，似妾初嫁時。養蠶已成繭，織素

猶在機。新人應笑此，何如畫蛾眉。昨日惜紅顏，今日畏老遲。良媒去不

遠，此恨今告誰？  劉駕〈棄婦〉（卷 585） 

 

   嫁來未曾出，此去長別離。父母亦有家，羞言何以歸。此日年且少，事姑

常有儀。見多自成醜，不待顏色衰。何人不識寵，所嗟無自非。將欲告此

意，四鄰已相疑。  曹鄴〈棄婦〉（卷 593） 

 

這二首作品中，婦人所以被棄的理由非常一致，都是起因於丈夫的喜新厭舊；而

詩中的婦女，又是以婦德自持且辛勤操持家務的任勞任怨，得到詩人的同情。另

外有一首比較特殊的是將「棄婦」與「征婦」兩種角色結合在一起的寫法，即曹

鄴的〈怨歌行〉。詩云： 

 

   丈夫好弓箭，行坐說金吾。喜聞有行役，結束不待車。官田贈娼婦，留妾

事翁姑。舅姑皆已死，庭花半是蕪。中妹尋適人，生女亦嫁夫。何曾寄消

息，他處卻有書。嚴風厲中野，女子心易孤。貧賤又相負，封侯意何如？

（卷 593） 

 

詩的前四句描述婦女的丈夫，一心一意地想透過軍功，追求自己的功名富貴，這

在唐人崇尚軍功的價值觀中並非特例，因為軍功除了可以是晉身之階外，亦同時

是取得功名富貴的一條捷徑，更進一步來說，也可以使親人分享榮華。然而，這

名婦女的丈夫卻非如此。他將自己從軍所得毫不吝惜地供給娼婦，而自己的妻子

卻分毫未得；甚至必須在貧乏的物質條件下，事奉翁姑，設法主持夫妹及自己女

兒的婚禮，這其間的辛勞可想而知。可是就算是婦人如此賢良，在這漫長的歲月

中，作丈夫的連一聲問訊都沒有；相對的，那一位娼家女子卻始終都是丈夫心中

唯一的牽掛。於是，這一位婦女悲哀地認識到，在貧賤之中尚且相負如此的丈夫，

一旦封侯富貴，自己又有什麼希望去分享他的榮華呢？在這樣的作品裏，作者一

方面對這些樸素的下階層婦女的遭遇投以極高的同情，相對的也就反映出男子無

情無義的自私心態。 

  在曹鄴這一首〈怨歌行〉中，我們可以還可以發現到一種相當不同於以往的

書寫方式。在詩中，曹鄴不再將注意力放在男子身上，並如初、盛唐的文人一樣，

把男子對軍功的追求刻意地美化；相反的，他把焦點放在婦女的身上，突顯出我

們在初、盛唐詩中幾乎不曾讀過的內容，即丈夫一旦從軍，家中的事務由誰照料

呢？這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在初、盛唐文人的同類主題中，我們只讀到如「打

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不得到遼西」這類描寫「閨怨」的詩，可

是如果我們深入地去問，在動輒數十萬人數的軍隊中，有多少軍眷能過上這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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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問題時，這樣的一首詩就顯得有些不食人間煙火了。因此，當我們從更接近

現實的角度思考這一個問題時，就可以發現曹鄴這一首詩的書寫方式，和以往的

表現向度大不相同，直接可以掌握到的，是關注民生現實的寫實精神十分強烈，

並且也間接地透露出價值取向的轉移。這種價值取向的轉移，在曹鄴的另一首〈不

可見〉中，約略可以看得出來，詩云： 

 

   常聞貧賤夫，頭白終相待。自從嫁黔婁，終歲長不在。君夢有雙影，妾夢

空四鄰。常思勁北風，吹折雙車輪。（卷 593） 

 

詩中婦女可能已經從太多的實例中了解到，丈夫追求富貴功名，身為妻子的除了

必須忍受過程裏的煎熬，如前首作品中所提到的種種問題之外，更必須擔負一旦

丈夫富貴之後，可能變心相負的風險，因此寧可選擇一位貧賤的丈夫，希望能相

扶相守一生，這就可以看出，價值轉變的一個明顯趨勢。只是這名婦女沒有想到，

貧困的生活同樣會迫使人們不得不離鄉背井，結果仍然相同。 
  在「征婦」主題上，有于濆的〈遼陽行〉、〈恨從軍〉和〈古別離〉三首；皮

日休的〈卒妻怨〉一首。其中于濆的作品如〈古別離〉二首其二云： 
 
   郎本東家兒，妾本西家女。對門中道間，終謂無離阻。豈知中道間，遣作

空閨主。自是愛封侯，非關備胡虜。知子去從軍，何處無良人。（卷 599） 

 
這一首詩中，于濆藉著這一名婦女的真實感受，將初、盛唐文人表現在詩中那種

「從軍」的理想性，徹底地加以取消；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對男子藉參戰之名，

追求自己富貴功名自私心態的看透。因為如果是出於「備胡虜」，這種保衛疆土

及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的考量，那麼婦女的犧牲至少是有意義的，並且這樣的男

子也是值得尊重和支持；可是如果男子從軍的目的，只是為了「愛封侯」這種自

私利益考量，那麼婦女的犧牲又是為了什麼呢？況且，如果男子本身沒有這種理

想性，則一旦幸運取得戰功，獲得富貴之後，婦女就很難避免如前一首〈怨歌行〉

中所描述的一樣，遭到拋棄的命運。因此在看穿了男子這種自私的心態後，才會

說出「知子從軍去，何處無良人！」這樣憤慨的話來。於是藉著這名婦女對自己

想法的表白，充分地讓我們了解到，在晚唐詩人而言，「從軍」這一件事，只是

為了個人功名富貴的現實考量，與所謂保疆衛土的理想根本無關。因此從這一首

詩中，婦女對男子「自是愛封侯，非關備胡擄」動機的鄙夷裏，我們可以延伸至

到晚唐詩人對於唐代崇尚軍功風氣的揚棄。 
  在上一首詩中，我們可以發覺于濆藉著一名婦女之口，表達了他對於藉參戰

之名，追求自己功名富貴者自私心態的不滿和批判。于濆的這種心情，和咸通時

期兵連禍的時代環境，應有很密切的關聯。不過和皮日休所寫的〈卒妻怨〉比較

起來，他所反映的現實情形，仍然相對的有限。皮日休這首詩是在他的〈正樂府〉

中的第一篇，從詩裏所反映令人悲痛的程度來看，幾乎只有前所引張籍的〈征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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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可以比擬。詩云： 
 
   河湟戍卒去，一半多不回。家中半菽食，身為一囊灰。官吏按其籍，伍中

斥其妻。處處魯人髽，家中杞婦哀。少者任所歸，老者無所攜。況當札瘥

年，米粒如瓊瑰。纍纍作餓殍，見之心若摧。其夫死鋒刃，其室委塵埃。

其命即用矣，其賞安在哉？豈無黔敖恩，就此窮餓骸？誰知白屋士，念此

翻欸欸。（卷 608） 

 

這一首詩與上一首于濆作品不同的地方是，于濆是藉征婦之口，表達對男子藉參

戰追求自己富貴，拋棄妻子不理的自私心態的不滿；雖然其中不乏嚴肅的時代意

義，畢竟所涉及的內容是比較狹隘的。皮日休的這一首詩就不同了，他是站在旁

觀者的立場，以忠實且沉痛的心情，敘述在戰亂的時代環境底下，許多戍卒妻子

所共同面對的悲慘遭遇，與張籍的作法完全一致。因此在皮日休手中的這一首篇

〈卒妻怨〉，內容所反映的，就遠超過于濆的作品所涵蓋的範圍，它所呈現的，

是詩人親眼所見、親耳所聞的社會現實。因此在其中，他能既深刻又廣泛地把人

民的痛苦，藉著這名「征婦」一家人的遭遇，完整地表露出來。如其中用充滿指

責的強烈的語氣說：「其夫死鋒刃，其室委塵埃。其命即用矣，其賞安在哉？」

四句，代替這群哀訴無門的下層民眾，對本該照顧他們的政府，提出嚴重的質疑，

同時譴責政府的無能。並且在「官吏按其籍，伍中斥其妻」兩句裏，更將官吏那

種令人深惡痛絕的冷血嘴臉，給清楚地描繪出來。就晚唐整個「征婦」主題的寫

作來看，皮日休的這一首詩，都可以說是上承貞元、元和以來，寫實精神的最佳

代表作品。 
  在「織婦」主題方面，有于濆的〈織素謠〉，秦韜玉的〈織錦婦〉及蘇拯與

秦韜玉的同題之作。與此一主題相關而稍異的，則另有唐彥謙的〈採桑女〉及杜

荀鶴的〈蠶婦〉等作品。咸通詩人藉這一類「織婦」主題所反映的問題，主要是

從政府在徵收婦女生產所得的橫暴切入，嚴厲地指責沉重租稅對人民生活的壓

迫；同時涉及到對社會奢靡風氣批判。 
  在于濆的〈織素謠〉中，是用冷諷反嘲的方式，批判當時社會奢靡的不良風

氣。詩云： 
 
   貧女苦筋力，缲絲夜夜織。萬梭為一素，世重韓娥色。五侯初買笑，建章

方落籍。一曲古梁州，六親長血食。勸爾畫長眉，學歌飽親戚。（卷 599） 

 

詩中的織婦，在「萬梭為一素」的辛勤工作之下，仍然無法供應家庭最基本的生

活所需。為什麼呢？因為辛勤、踏實地工作，與當時社會那種在「重色」的風氣

主導下，情願揮霍重金買笑的現狀並不吻合。於是于濆在感嘆、不滿之餘，才會

用反諷的方式，寫出「勸爾畫長眉，學歌飽親戚」這樣的話來。 
  這是在極端不合理的社會現狀之下，詩人既無奈又憤怒的指控。時代環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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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不合理到什麼地步，會讓詩人如此痛心呢？于濆在一首題為〈古宴曲〉的詩中，

有一段文字非常尖銳地揭發出來。詩云： 
 
   雉扇合蓬萊，朝車回紫陌。重門集嘶馬，言宴金張宅。燕娥奉卮酒，低鬟

若無力。十戶手胼胝，鳳凰釵一隻。高樓齊下視，日照羅衣色。笑指負薪

人，不信生中國。（卷 599） 

 

前六句極力鋪張貴戚家生活的豪奢，從「十戶手胼胝，鳳凰拆一隻」的對比中，

已經相當強烈地指出這其中的不合理所在，並且也暗示我們，這種豪奢的物質生

活，正是從人民生計所繫的物質裏所榨取出來的。不過，這都尚不及最後兩句給

讀者的衝擊來得令人震撼。最後「笑指負薪人，不信生中國」這兩句話，藉著一

群提供貴戚之家歌舞享樂的女子口中說出，這種因貧富巨大懸殊，導致生活經驗

的完全隔閡，已經到了令人不敢置信的荒謬程度。這樣不合理的社會，正是詩人

所以痛心疾首的原因，也正是于濆所以會說出「勸爾畫長眉，學歌飽親戚」的社

會背景。 
  晚唐戰亂頻仍，在提供軍需上已經捉襟見肘，各地藩鎮自行徵收物資，也使

中央財政情況更形嚴峻，而高官貴戚們又不知節制地享受這種豪奢的生活，這種

種的一切所需，到了最後都轉嫁到了最無力反抗的人民的身上，加重了人民的負

擔。于濆的作品，藉著對社會豪奢風氣的揭發與反諷，突顯問題的所在。秦韜玉

的〈織錦婦〉和唐彥謙的〈採桑女〉，則以哀憐的心情來描寫織婦、桑女的苦楚。

詩云： 

 

   桃花日日覓新奇，有鏡何嘗及畫眉。祇恐穿梭難作匹，豈辭纖手遍生胝。

合蟬巧間雙盤帶，聯雁斜行小折枝。豪貴大堆酬由徹，可憐辛苦一絲絲。

〈織錦婦〉（卷 670） 

   春風吹蠶細如雨，桑芽纔努青鴉嘴。侵晨探採誰家女，手挽長絲淚如雨。

去歲初眠當此時，今歲春寒葉放遲。愁聽門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絲。

〈採桑女〉（卷 671） 

 

這兩首作品，或許由於作者太在意文字的修飾，致使詩中的批判力量，和前引曹

鄴等的作品比較起來弱了許多。雖然如此，詩中所要表達的主旨仍然可以掌握。

如第一首的末聯「豪貴大堆酬猶徹，可憐辛苦一絲絲」，詩所要傳達的，是對豪

貴那種不惜物力驕奢心態的不滿；第二首的末聯說「愁聽門外催里胥，官家二月

收新絲」，則在揭露官吏催促租稅的苛急。並且我們如果更仔細的去思考，可以

進一步了解到，催稅的苛急，和不惜物力的豪奢之間，其實是有一定的因果關係

的。因為在咸通時期天災人禍接踵而至的情形下，人民生活的困頓在所難免，但

是如果執政者懂得體恤百姓，在一定的程度上是可以減輕人民不少負擔的；可是

如果上位者仍然執意以奢靡為事，則人民的遭遇必然雪上加霜。因此，在這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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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雖然不像于濆等人一樣，用直截的文字加以指責，可是從秦、唐二人對織婦和

桑女的同情中，也可以了解他們對當時昏亂環境的不滿。 

  在「織婦」主題的書寫裏，詩人們主要是從表達對豪貴的驕奢與官吏催租的

苛急入手，表現晚唐社會中極不合理的現狀。這其中官吏的橫徵暴斂，為害更為

劇烈，因此也更是詩人深惡痛絕的批判對象，如皮日休的〈橡媼嘆〉與杜荀鶴的

〈山中寡婦〉、〈蠶婦〉這三首詩，都是以官吏的苛暴作為寫作的主題內容。〈橡

媼嘆〉云： 

 

   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蕪崗。傴傴黃髮媼，拾之踐晨霜。移時始盈掬，盡日

方滿筐。幾曝復幾蒸，用作三冬糧。山前有熟稻，紫穗襲人香。細穫又精

舂，粒粒如玉璫。持之納於官，私室無倉箱。如何一石餘，只作五斗量。

狡吏不畏刑，貪官不避贓。農時作私債，農畢歸官倉。自冬及於春，橡實

誑饑腸。吾聞田成子，詐仁猶自王。吁嗟逢橡媼，不覺淚霑裳。（卷 608）  

 

這首詩的前八句，描寫一名黃髮傴僂的老婦人，在寒冷的深秋季節裏，滿山遍野

地拾取散落的橡實，如此辛勞地工作，只是為了在冬季來臨之前，先儲備好足夠

的糧食，這種情形難免會讓人以為，可能是因為稻糧歉收所致。但是接下來，詩

人的筆鋒一轉，用四句詩寫出山前美好稻子成熟、收割的景象。既然不是收成不

好，為何老婦人仍然必須上山拾取橡實呢？原來是因為這些在辛勤耕作下，成長

良好的稻穀，都必須上繳官倉，農民辛苦一場，到頭來卻絲毫未得。何以會到絲

毫未得的情況呢？原因就來自於政府及官吏的剝削。這種剝削分成三層。首先是

收成的稻子必須按照政府規定的數量來繳納，這本也平常；然而「私室無倉箱」

一句，卻告訴我們當時租稅之重，已經使得人民辛苦的收成所剩無幾了。其次是

貪官污吏的剝削，使用「如何一石餘，只作五斗量」這種公然偷斤減稱的方式，

上下其手，中飽私囊，完全無視律法的存在。最後，這一批貪官污吏還不知足，

更利用「私債」來逼迫百姓。在明知百姓已無餘糧的情形下，在農時以官糧放貸

給農民，而在收成時，藉收租將本債歸還官倉，自己則坐收利錢。於是，在狡獪

官吏的算計之下，國家的官倉，竟成了他們放貸的資本，藉此向農民收取巨大的

利益。面對這種黑暗的現實，詩人在憤怒之餘，寫下「吾聞田成子，詐仁猶自王」

的話來。詩中所提到的田成子，本是春秋時期齊國的執政大夫，曾以大斗出貨，

小斗收入的方式收買人心，受到當時齊國人民一致的歌頌，並進而以此為資，殺

掉齊簡公，篡奪齊國的王位。這本是受到孔子嚴厲批判的一個人，可是皮日休在

這一個地方，卻反用典故，痛斥當時的統治者連田成子這種「詐仁」的手段都不

用，赤裸裸地對無力反抗的百姓進行掠奪和剝削。在這一首詩中，皮日休藉著一

名揀拾橡實老婦人的悲慘生活，幾乎是集中一切力量去批判執政者的貪暴，反映

出一個混亂而令人絕望的時代。 
  除了皮日休之外，杜荀鶴的〈山中寡婦〉這首詩，也相當直接地對晚唐剝削

百姓的事實，進行了有力的抨擊。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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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後尚徵苗。

時挑野蔡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

（卷 692） 

 
這首詩一開始詩人就告訴我們，這名婦人的丈夫已經死於軍中，從這一點來看，

她的遭遇和皮日休〈卒妻怨〉中的婦人一樣，都是戰爭下的直接受害者。稍微可

能有一點不同的是，在〈卒妻怨〉中，皮日休寫下「其命即用矣，其賞安在哉？」

的指責裏，或許仍然冀望政府對為國效命捐軀的戍卒家庭，能多一些合理的撫

恤。然而在杜荀鶴的詩裏，政府不僅連微薄的撫恤都沒有，甚至還要在丈夫已經

戰死沙場之後，對軍士的妻子課徵稅金，所謂「桑柘廢來猶納稅，田園荒後尚徵

苗。」所有的農業生產已經遭到戰爭的嚴重破壞，再加上家中也已無男丁可以耕

作，在這種情形之下，還要來榨取她根本已經完全無力承擔的征租，逼迫婦人只

能用最粗劣的方式，勉強茍延殘喘下去。於是，詩人面對這樣殘酷、昏暴的現實，

不禁無奈地為這名可憐的婦人說出「任是深山更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這種令

人痛徹心肺的話來。這其中，除了突顯苛斂重賦的壓榨之外，也同時寫出了人民

的絕望。詩人的筆觸像上一首〈橡媼嘆〉一樣，鋒利地揭發了統治者的無能與罪

惡。在另一首〈蠶婦〉詩中，詩人所反映的現實也是如此。詩云： 
 
   粉色全無饑色加，豈知人世有榮華。年年道我蠶辛苦，底事混身著苧麻？

（卷 693） 

 

詩中蠶婦的形象是「粉色全無饑色加」，就像前一首詩中所描寫的山中寡婦是「麻

苧衣衫鬢髮焦」一樣，婦女在苦難現實的煎熬之下，已經沒有多少生氣，只是在

生死邊緣掙扎而已。第二據「豈知」二字寫來令人傷感，人世的榮華，對這些長

期飽受戰亂之苦，和政府苛征剝削的婦女而言，根本是無法想像的一切。未來對

她們唯一剩下的，只是如何活下去，除此之外，連希望都是一種奢侈的想法。為

什麼如此絕望呢？末兩句相當委婉地說明根由：每年飼養的蠶都辛苦地吐絲，蠶

婦也刻苦地工作，可是換得的卻只有苧麻著身。那麼，生產所得到那裏去了呢？

很顯然的，被政府徵收去了。因此這一首詩雖然只有四句，可是其中反映蠶婦所

面對的，仍是「任是深山更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這種沉重賦斂剝削的困境。 
  咸通詩壇的詩人藉「織婦」主題的書寫，直言不諱地揭露貪官污吏橫徵暴斂

家之於民眾身上的痛苦，這種作法，主要是承襲貞元時期孟郊、張籍，以及元和

時期元稹、白居易的新樂府運動的寫實精神。如孟郊在〈織婦辭〉中說：「如何

織紈素，自著藍縷衣。官家牓村落，更所桑樹栽。」這種內容在前引唐彥謙的《採

桑女》和杜荀鶴的〈蠶婦〉詩中，幾乎是完全一樣的。另外，直接痛斥苛徵重賦

之凋敝民生者，如前引張籍的〈促促詞〉、〈山頭鹿〉，以及元稹的〈織婦詞〉等，

可以說是咸通詩人的先聲。可見前人這種關注現實的寫實精神的啟導，對於晚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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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通詩人影響是非常明顯的。 

  咸通詩人這一類藉書寫婦女悲慘的遭遇，反映現實之昏暗與混亂的作品，除

了少數如秦韜玉和唐彥謙的詩較注重文字的修飾之外，大多以一種淺近通俗的語

言風格來表現。關於這一個特色，後人雖稍有微辭，如胡震亨評杜荀鶴的作品「俚

淺，以衰調寫衰代，事情亦自真切」，12雖然有「俚淺」之評，可是胡震亨畢竟也

注意到「真切」的一面；況且，「真切」也正是咸通詩人最為可貴的特色之一。

關於這一點，劉大杰先生有一段話非常值得參考。他說： 

 

   後人批評他們的作品的缺點是淺露粗俗，風格卑下；但反過來也正是他們    

的優點，這便是語言淺近，傾向鮮明。⋯⋯由此也可以體會到，唐代末年

的許多詩人們，仍然是繼承杜甫、白居易的現實主義和新樂府的傳統。在

這民眾苦難的呼聲中，幾百年的唐詩，完成了繼往開來的光榮的歷史使

命。13 

 

劉先生的這一段文字，公允地回應了胡震亨的評論，也同時替晚唐咸通時期的這

一批詩人的作品，尋得了三百年唐詩發展過程中的適當地位。 

  在整個晚唐時期，詩人的作品中，「棄婦」、「征婦」和「織婦」是三種藉以

反映昏亂現實的主要內容。除此之外，能描寫戰亂頻仍的時代裏，婦女身罹戰爭

荼毒的作品，卻相當的稀少。這其中，韋莊的〈秦婦吟〉允稱代表之作。 

  這一篇〈秦婦吟〉的寫作年代，見於首句「中和癸卯春三月」，這一年即唐

僖宗中和三年（883）。韋莊所以寫下這一篇反映戰爭殘酷的作品，是因為僖宗廣
明元年（880）時韋莊在長安應舉，不幸遭逢黃朝攻入長安，一直到中和二年（882）
才得以離開戰雲密佈的都城，前往洛陽得到暫時喘息的機會。並於中和三年春

天，寫下自己在長安目見耳聞的亂離實況，藉著一位逃難婦女口述出來。 
  這首詩由於是藉一位逃難避禍婦女來敘述，因此詩中就有相當多的文字用來

描述戰亂之時，婦女遭遇的慘酷與恐懼。如詩中寫到亂軍攻入長安時，作者用鋪

張的手法，不惜筆墨地加以表現出來。詩云： 
 
   東鄰有女眉如畫，傾國傾城不知價。長戈擁得上戎車，迴首香閨淚盈把。

旋抽金線學縫旗，纔上雕鞍教走馬。有時馬上見良人，不敢回眸空淚下。

西鄰有女真仙子，一寸橫波剪秋水。粧成只對鏡中春，年幼不知門外事。

一夫跳躍上金階，斜袒半肩欲相恥。牽衣不肯出東門，紅粉香脂刀下死。

南鄰有女不記姓，昨日良媒新納聘。瑠璃階上不聞行，翡翠簾間空見影。

忽看庭際刀刃鳴，身首支離在俄頃。仰天掩面哭一聲，女弟女兄皆入井。

北鄰少婦行相促，旋拆雲鬟拭眉綠。已聞擊托壞高門，不覺攀緣上重屋。

須臾四面火光來，欲下迴梯梯又摧。煙中大叫猶求救，梁上懸屍已成灰。

                                                 
12 《唐音癸籤》卷 8 頁 68 明‧胡震亨著 
13 《中國文學發達史》第十五章 頁 536 劉大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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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這一段文字中，韋莊巨細靡遺地記載了當時婦女的遭遇，其中有被擄掠者；有

不甘受辱，死於刀下者；有自知求生無門，投井自盡者；有驚恐之下，攀緣高屋

卻死於烈燄之中，屍骨無存者。戰爭的殘酷，婦女無力自保，或忍辱偷生，或成

刀下亡魂，在這一首詩中，藉著這一名婦女的敘述，完整地呈現出來。而百姓絕

望的心情，對官兵無能、橫暴的譴責，則透過「神在山中猶避難，何須責望東諸

侯」兩句，清楚地表達出來。 
  韋莊的這一篇〈秦婦吟〉，是繼中唐戎昱的〈苦哉行〉五首之後，集中描寫

婦女在戰亂中悽慘遭遇的另一篇傑作。不同的是，韋莊的作品反映的層面更廣，

詩中對黃朝侵入長安之後人民的驚慌失措，官軍的無能，劫掠燒殺之慘酷，人民

逃難時的顛沛流離，以及離開長安之後仍然餘悸猶存的恐懼一一寫出，深刻且廣

泛地從各種角度反映這一場大動亂。了解到韋莊曾經遭逢這樣一場慘絕人寰的事

件之後，我們再來讀他的〈贈姬人〉詩中云：「莫恨紅裙破，休嫌白屋低。請看

京與洛，誰在舊香閨？」時，我們就可以了解到，在看似平易、俚淺的作品中，

其實是飽含著亂離蕭瑟之感的。 
  晚唐藉婦女悲慘的遭遇，反映昏亂現實的作品，是這個大崩解時期，非常具

有寫實意義的詩作。它的發展啟自天寶時期的杜甫與元結，歷貞元、元和時期幾

位重要作家的開拓，基本上已經確立了它的寫作向度。如前所述，「棄婦」、「征

婦」、「織婦」等主題，在貞元時期的王建、孟郊和張籍，以及元和時期的元稹、

白居易作品中，皆已有深度的發揮；甚至描寫戰亂中婦女的遭遇，也已在戎昱的

〈苦哉行〉五首中有了充分地呈現。由此可見，貞元、元和時期詩人的寫實精神，

對於整個晚唐詩壇同類作家及作品影響之大。 
  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從元和晚期以後，到晚唐大中時期，這種寫實精神，

似乎一直潛抑在綺羅鉛粉的裝飾之下，以一種美麗與哀愁完美結合的方式，出現

在詩壇之中；更有甚者，以一種放浪形骸的方式，出現在酒筵歌席之上。為什麼

會出現這樣一個明顯的歧出現象呢？前者，就如同余恕誠先的解釋，乃是「以哀

挽肯定美」，表現為對美好事物即將消逝的憐香惜玉的悲痛心情；後者，或許我

們可以看成是，藉酒色消磨的自暴自棄，傾洩自己對國勢無奈的悲憤心情。在某

種程度上，這些都是詩人在面對晚唐政局如江河日下，卻又無力挽回的心理反

應。也就是說，大中時期的作品，表面上看來或許不像前後期一樣，那麼明確地

讓人感受對現實的直接呈現，可是從他們在詩中所表現的那種深沉悲痛與哀傷的

情感來看，時代的影響仍然是十分鮮明的，從這個角度來思考，則大中時期的作

品，仍然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於其中的。 
  至於咸通以後，由於政局從大中時期短暫的穩定朝向徹底崩潰，部份詩人在

時代劇變的刺激之下，藉著在混亂時代中最無力保護自己的婦女的悲慘遭遇，發

                                                 
14 《韋端己詩教注》「浣花集補遺二」頁 272～276 唐‧韋莊著 江聰平箋注 臺灣中華書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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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對黑暗現實的強烈批判。於是他們自覺地上承貞元、元和時期的寫實精神，以

淺近通俗的文字，寫下一篇篇充滿血淚控訴的詩作。他們在寫實精神上雖然沒有

開創之功，可是他們在繼承前人優良寫實傳統上所付出的努力及堅持，則是必須

加以肯定的。並且也讓我們確切地了解，晚唐以書寫女性為主題內容的詩，除了

以溫庭筠、李商隱為首的那種繁文縟采、深情綿邈的哀豔作品之外，更有一些質

樸無華、悲天憫人的寫實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