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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宮怨」主題深化 

 

  宮怨主題的寫作，在唐代是一個相當引人注意的內容。它的起源很早，成如

鄭華達先生之言：「宮怨文學萌芽於漢魏，長成於六朝，至唐而大盛。」1並且從

鄭先生書中附錄所輯唐人宮原怨詩的情形來看，在初、盛唐階段詩人們的宮怨詩

創作，主要仍然以承襲漢魏為主，而以歌詠「陳皇后」、「班婕妤」和「銅雀妓」

為主要對象。 
  但是從中唐開始，詩人在宮怨主題的寫作上，除了承襲前期之外，更將關注

的焦點，逐漸轉移到當代，使得宮怨主題的內容，表現出一種向現實傾斜的共同

趨勢。這或許是中唐以後詩人，針對玄宗晚期沉溺生色的一種反省，藉著書寫這

一群處於深宮內院婦女的無奈與悲哀，來進行諷諭與勸戒的動機有關。 
在《新唐書‧文藝傳》「呂向」中有一條資料云： 

 
   玄宗開元十年，召入翰林，⋯⋯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內之後宮，號

「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卷 202） 

 

從這一條記載可知，玄宗在即位之初，雖勵精圖治，卻也顯露出那種豪奢的習氣。

如《通鑑》開元二年（714）載： 
 
   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

樂，⋯⋯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子弟」。又

教宮中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

袁楚客皆上疏，⋯⋯上雖不能用，咸嘉賞之。（卷 211） 

  
由這一條資料當可印證，前條所引呂向之說當有一定的根據。這種「花鳥使」的

設置，或許一直持續到天寶時期。因為在元稹的〈和李校書新題樂府〉的第一首

〈上陽白髮人〉中的「天寶年中花鳥使」句下自注云：「天寶中，密號采取豔異

者為鳥使。」可見這種情形不止存在於開元時期而已。 
  但是在開元、天寶時期，因為正處於帝國的鼎盛階段，玄宗方以其致太平的

驕矜心態享受這一切，所以縱使有大臣上疏勸戒，玄宗只是表面上嘉賞而已，並

沒有把這些勸戒的諫言真正當成一回事。至於當時詩人如李頎、王翰雖有〈鄭櫻

桃歌〉、〈飛燕篇〉諷刺專寵女色之作，然其對象顯然並不及於一般宮人；王維和

王昌齡也有以班婕妤為主題的宮怨作品，不過都未直指深宮之中。 
  直到天寶之亂爆發後，貞元、元和時期，詩人如王建、權德輿、白居易、元

                                                 
1 《唐代宮怨詩研究》第四章 頁 115 鄭華達著 台北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2000 年 4月
初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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稹等人，才開發將筆觸深入內宮，以悲憫的胸懷書寫這一群婦女鮮為人知的痛苦

處境，藉以達到諷諭君王的目的。這種宮怨主題的表現方式，一直持續到晚唐，

成為綺豔題材中相當重要的組成部份。 
  中唐以後宮怨詩的寫作，因詩人切入角度或同或異，因此如果按照時代的順

序來觀察，比較難去掌握宮怨主題的整體輪廓。所以，筆者擬以宮怨主題為一整

體觀察的對象，打破時代的限制，將這些反映現實的宮怨詩，分成三部份來呈現。

雖然如此，以下所引用的詩仍然是以中唐以後的作品為主，因此在一定的程度

上，應該是可以看出晚唐詩人的寫作傾向的。 
 
1、 婦女入宮後的艱難處境 

所謂「女無美醜，入宮見嫉」，一位婦女或因美色，或因才藝被徵召入宮之後， 

除了要擔心能否嬴得帝王的注意與歡心之外，更要費盡心思去應付眾多競爭者彼

此之間的勾心鬥角。在競爭的過程中，一旦獲勝，則如施肩吾的〈帝宮詞〉所描

述的： 

 

   自得君王寵愛時，敢言春色上寒枝。十年宮裏無人問，一日承恩天下知。

（卷 494） 

 

詩中所述是有事實作根據的。如楊貴妃專寵之後，楊氏一門也跟著榮華及身，故

在《通鑑》天寶五載記述當時民間豔羨之情：「生男勿喜女勿悲，君今看女作門

楣。」（卷 215）不過，縱使如此，畢竟帝王的情感世界是難以捉摸的，所以得

寵的人，並不能因此而免除憂懼之情，一如李商隱在〈宮辭〉裏所說的： 

 

   君恩如水向東流，得寵憂移失寵愁。莫向尊前奏花落，涼風只在殿西頭。

（卷 539） 

 

詩中所言的「得寵憂移失寵愁」一句，十分真切地掌握了宮中女性患得患失的心

情；正見於此，故第三句殷殷勸戒勿以得寵自恃，因為沒有人能有完全的把握，

可以終身嬴得帝王的歡心，萬一失寵，在眾人落井下石的情況下，遭遇會更為悲

慘。一如王涯的〈宮詞三十首〉所描寫的： 

 

   永巷重門漸半開，宮官著鎖隔門回。誰知曾笑他人處，今日將身自入來。

〈其九〉 

   春風簾裏舊青娥，無奈新人奪寵何。寒食禁花開滿樹，玉堂終日閉時多。

〈其十〉（卷 346） 

 

又如白居易〈後宮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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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淚溼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絕，斜倚薰籠坐到明。

（卷 441） 

 

在白居易的作品中，這名妃嬪失寵的心情是相當落寞的。遠處傳來熟悉的歌聲，

不斷地侵襲著今夜孤獨的處境，在今昔對比之下，曾經擁有的美好回憶是相當折

磨人的；然而，這名妃嬪的遭遇還不算最淒慘的。在前一首王涯的作品裏，失意

的宮人不僅境遇冷落，甚至被驅趕至永巷之中加以幽禁，所謂「誰知曾笑他人處，」

能笑他人，表示她可能曾經有得寵之遇；「今日將身自入來」，則得罪失寵後的下

場，亦非一般。誠如李端的〈妾薄命〉中所云：「從來閉在長門者，必是宮中第

一人。」（卷 284） 
  然而得寵畢竟是少數，更多的是根本連親近帝王的機會都沒有的淒涼處境。

如白居易〈後宮詞〉云： 
 
   雨露由來一點恩，爭能偏布及千門。三千宮女胭脂面，幾箇春來無淚痕？

（卷 442） 

 

詩中陳述一個簡單卻殘酷的現實，帝王只有一人，而妃嬪、宮人如此之多，怎麼

可能每一個人都能承得恩寵呢？於是更多的情況是，在閉鎖的深宮裏，任由青春

消逝，無奈地度過蕭瑟的日子。如李賀的〈三月過行宮〉云： 
 
   渠水紅繁擁御牆，風嬌小葉學娥妝。垂簾幾度青春老，堪鎖千年白日長。

（卷 391） 

 

詩中描述在孤獨無依的情況下，深宮的婦女只能一日又一日地等待著一個遙遙無

期的希望——帝王的召見。然而帝王的召見，一定會帶來歡欣嗎？恐怕也未必。

在張祜的〈宮詞〉中說：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卷 511） 

 

詩中婦女終於有機會站在君王的面前展露她的才藝了，這本當高興才是，可是為

什麼她會悲從中來呢？詩人首句從空間的遠隔，寫出宮人隻身遠離家鄉之後的無

依無靠；第二句寫等待的久長，暗示這名婦女最美好的青春歲月其實已經給虛擲

掉了，那麼就算有機會站在帝王的眼前，她又有多少機會呢？於是在這悠長的歲

月裏所蘊藏的辛酸與悲哀，終於忍不住藉著一聲歌唱，二滴淚珠，沉重地落下，

那種嗚咽的聲音似乎能穿透時空，尖銳地刺動後代讀者的心弦。 
  宮中嬪妃的遇與不遇，當然取決於帝王，於是有所謂「得寵憂移失寵愁」的

疑懼心情。並且為了在競爭中獲勝，或是在獲勝之後，繼續保持寵眷不衰，妃嬪

之間角逐的慘酷程度，其實並不亞於朝廷上文臣武將之間的權力鬥爭。這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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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軋、排擠，在元稹的〈苦樂相倚曲〉中有相當詳細的描述。他說： 
 
   ⋯⋯漢成眼瞥飛燕時，可憐班女恩已衰。未有因由相決絕，猶得半年佯暖

熱。轉將深意諭旁人，緝綴瑕疵遣潛說。一朝詔下辭金屋，班姬自痛何倉

卒。呼天撫地將自明，不悟尋時暗銷骨。白首宮人前再拜，願將日月相輝

解。⋯⋯主今被奪心應苦，妾奪深恩初為主。欲知妾意恨主時，主今為妾

思量取。班姬收淚抱妾身，我曾排擯無限人。（卷 418） 

 

這首詩的前六句，將帝王喜新厭舊的無情心態，以及周圍那些逢迎上意小人的陰

狠中傷，寫得極為露骨。面對這種帝王授意的，在暗中進行的陰謀，根本已經注

定班姬的命運，只是她仍然被蒙在鼓裏；而一旦中傷成立，事出突然，班姬當然

無以自明，其心痛可知。然而在最後六句，元稹藉著一位曾因班姬而失寵宮人的

陳述，透過同病相憐的悟解，兩人都能從憤恨裏解脫出來。白首宮人不再恨班姬

奪寵，因為如今班姬也遭逢同樣的結局；班姬也了解自己曾經的得寵，造成多少

宮人的不幸，故能對今日的遭遇寬懷。問題是，這一群妃嬪彼此之間的這種怨恨，

又是如何造成的呢？元稹雖沒有進一步去陳述，不過答案已經呼之欲出了。 
  除了為在競爭中獲勝，不擇手段地緝綴別人的瑕疵，暗中傷人之外，還有為

了保持眷寵不衰，刻意地運用自己得寵的優勢，遏止他人介入自己和帝王之間，

藉此專愛固寵。如白居易在〈上陽白髮人〉中說： 
 
   ⋯⋯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采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

身。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

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妬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

宿。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

聲。⋯⋯（卷 426） 

 
在這一首詩的詩題下，白居易自注云：「天寶五載已後，楊妃專寵，後宮人無復

進幸矣。六宮有美色者，輒置別所，上陽是其一也，貞元中尚存焉。」可見白居

易這首詩的內容所述，是有事實作為根據的。詩中這名婦女，所以被別置「上陽

宮」的原因，不是因為犯錯，也非由於失寵，而是她「臉似芙蓉胸似玉」的美貌，

帶給當時得寵的楊妃太大的威脅，因此在根本未及玄宗接見的情形下，就已經在

私底下被楊妃命人棄置到「上陽宮」，嘗盡「一生遂向空房宿」的淒涼孤獨。關

鍵處，就是一個「妒」字。這位白髮宮人遭楊妃之「妒」，故被棄置在「上陽宮」。

白居易的另一首〈陵園妾〉，則是在遭妒讒之後，被幽閉在皇帝的陵園裏。詩云： 
 
   ⋯⋯憶昔宮中被妬猜，因讒得罪配陵來。老母啼呼趁車別，中官監送鎖門

迴。山宮一閉無開日，未死此身不令出。⋯⋯（卷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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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中的這名婦女除了遭到「妒」之外，還被讒言中傷，因罪幽閉於帝王的陵園之

中，至死方休。 
  透過以上中唐以後詩人作品對宮怨主題的深入揭發，我們可以明白地了解

到，在那一片看似金碧輝煌的深宮內院裏，其實也正是無數辛酸、慘酷的現實悲

劇不斷在交替上演的場域。宮中妃嬪處在這種激烈爭逐帝王寵幸的環境內，其處

境之艱難，從這些詩中，我們或可以體會一二。 
 
2、 閉鎖生命的衰謝與哀告    
在白居易與元稹的〈上陽白髮人〉詩中，都述及了婦女被選入宮時與家人分 

別的悲傷情景，如元稹云： 

 

   天寶年中花鳥使，撩花狎鳥含春思。滿懷墨詔求嬪御，走上高樓半酣醉。

醉酣直入卿士家，閨闈不得偷迴避。良人顧妾心死別，小女呼爺血垂淚。

十中有一得更衣，永配深宮作宮婢。⋯⋯（卷 419） 

 

詩中對這群所謂「花鳥使」的專橫，形容得非常的具體；而他們所以能如此專橫

的原因，就在於懷中有「墨詔」作為挾持的工具。這樣的情況，百姓除了悲痛地

面對之外，根本是完全無能為力的。因此，在這種為滿足帝王一人的聲色索求中，

使得百姓飽受生離死別之痛，這是多麼不人道的行為。而百姓為何會如此恐懼家

中女眷被選入宮中呢？詩中說「十中有一得更衣，永配深宮作宮婢」可見民眾是

完全了解女眷進入宮中，受到帝王寵愛的機會十分渺茫；終身淪為宮婢，至死不

得再見的可能性更高，因此才會如此的恐懼。然而玄宗剛即位時，並不是如此的。

《通鑑》開元二年（714）載： 

 

   民間訛言，上采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八月，乙丑，令有司具牛車於       

崇明門，自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敕曰：「燕寢之內，尚令罷還；閭閻

之間，足可知悉。」（卷 211） 

 

由此條可知，玄宗在即位之初，對民間百姓憂懼的反應，是相當留心且迅速的。

相較於晚年天寶時期的表現，真有霄壤之別。可見君王一己的作為，影響是多麼

的深遠。 

  由於對於入宮之後，極可能從此生命遭到閉鎖，因此百姓對家中女眷被選入

宮，懷著極深的恐懼。並且，能夠被選的婦女，她們的出身都是相當良好的，從

前一首詩中我們可知道，都是出於「卿士家」。既然出身良好，當然在家中就備

受呵護。如于濆的〈宮怨〉云： 

 

   妾家望江口，少年家財厚。⋯⋯父兄未許人，畏妾事姑舅。西牆鄰宋玉，

窺見妾眉宇。一旦及天聰，恩光生戶牖。謂言入漢宮，富貴長可久。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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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有情，不奈陳皇后。誰憐頰似桃，孰知腰勝柳。今日在長門，從來不如

醜。（卷 599） 

 

詩中這名婦女自述出身富裕家庭，家中父兄對她的憐惜，甚至捨不得將她輕易許

人，只為了擔心她無法勝任為人媳時侍奉姑舅的辛勞。然而，卻在有心人的操作

之下，被選入宮中，乍看來榮寵至極，事實上卻是入宮即遭到皇后的嫉妒，因而

被棄置一旁，只能在遙遙無期的等待之中，坐愁紅顏消逝。於是在百般無奈的情

形下，轉而痛恨美貌給自己帶來的不幸。 

  這種對宮中妃嬪遭棄置，閉鎖終身命運的書寫，在宮怨主題之中是相當常見

的。如： 

 

   露濕晴花春殿香，月明歌吹在昭陽。似將海水添宮漏，共滴長門一夜長。

李益〈宮怨〉（卷 283） 

   柳色參差掩畫樓，曉鶯啼送滿宮愁。年年花落無人見，空逐春泉出御溝。

司馬扎〈宮怨〉（卷 596） 

   巧畫蛾眉獨出群，當時人道便承恩。經年不見君王面，落日黃昏空掩門。

羅隱〈宮詞〉（卷 665） 

 

在這些詩中，詩人所描寫的都是宮人們被閉鎖的生命型態。在她們無望的等待

中，時間過得特別的緩慢，就像將無法計量的海水傾注入宮漏裏，使得寂寞的夜

晚顯得永無盡期似的。而她們的青春歲月，也就在這緩慢的過程裏，一點一滴地

被侵蝕掉，在花開花落的季節替換中，這閉鎖的生命，甚至連飄零逐水的落花都

不如；日暮掩門的同時，遮掩住的，又豈只是一日光陰的消逝而已。 

  然而，就算是閉鎖深宮，這些宮人仍然難逃被嚴厲監控的命運，如杜牧的〈宮

詞二首〉其二云： 

 

   蟬翼輕綃傅體紅，玉膚如醉向春風。深宮鎖閉猶疑惑，更取丹沙試辟宮。

（卷 524） 

 

詩中末兩句的陳述，就可以證明，這群深宮閉鎖的宮人，並未因此而免除貞潔被 

人懷疑的猜忌。詩人看似不著意地輕輕點觸這個小小的舉動，就可以了解宮人被

防伺之嚴，而其中所透露出來宮人處境之艱難，也就完全可想而知了。 

  於是在這時刻受到猜忌、監管、嫉妒的重重壓力下，在「得寵憂移失寵愁」

的憂懼心情下，有些宮人再也無法承受這種閉鎖的生命型態所帶來的痛苦，終於

發出了哀告之聲。如王建〈宮詞〉一百首中的第九十四首云： 

 

   步行送入長門裏，不許來辭舊院花。只恐他時身到此，乞恩求赦放還家。

（卷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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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中所敘，當是一名宮人眼見他人遭到被幽禁長門的悲慘之後，對自己的未來產

生極大的恐懼，於是不敢再存有任何不切實際的希望，懇求帝王恩赦放還。這種

乞恩放還的作品，亦見於李賀的〈宮娃歌〉中，詩云： 

 

   蠟光高懸照沙紅，花房夜禱紅守宮。象口吹香毾 暖，七星挂城聞漏

板。⋯⋯啼蛄弔月勾欄下，屈膝銅鋪鎖阿甄。夢入家門上沙渚，天河落處

長洲路。願君光明如太陽，放妾騎魚撇波去。（卷 391）  

 

這首詩中，提到「花房夜禱紅守宮」，其實和前引杜牧的詩一樣，也有微指宮人

遭防伺之嚴的用意在；而在被「屈膝銅鋪」閉鎖的情形下，宮人只能從返家的夢

中，尋求慰解。可是醒來面對的現實，卻使痛苦更加的難以承受，故最後兩句李

長吉刻意用淺切的文字，表達宮人那種悲不擇言的哀告之情。 

  在李賀作品中，這名宮人是用哀告的方式乞恩放還。然而尚有一種，是在完

全絕望之下，幾乎是不顧己身處於宮中極易惹來禍端的方式，控訴自己心中的悲

哀。如張祜的〈思歸引〉云： 

 

   重重作閨清旦鐍，兩耳深聲長不徹。深宮坐愁百年身，一片玉中生憤血。

焦桐彈罷絲自絕，漠漠暗魂愁夜月。故鄉不歸誰共穴，石上作蒲蒲九節。

（卷 510） 

 

詩中「深宮坐愁百年身，一片玉中生憤血」二句，說明這名閉鎖宮中婦女的痛苦，

以及由之而生的棄置無望的悲憤。在這種已經無望的心情底下，她似乎再也不在

意宮中動輒得咎的複雜形勢，毫無顧忌地傾洩她心中「故鄉不歸誰共穴」的真實

感受與悲淒。這麼絕望、悲憤而又傷痛的心情，透過詩人們同情的筆，傳達出生

命被閉鎖在幽暗深處，迴盪著的悲泣。 

 

3、 痛苦的解脫——放還、入道與死亡 
這群被閉鎖在宮中的婦女，或許在一些特殊的情形下，可以獲得恩赦放出。 

如《唐會要》卷三「出宮人」條云： 

 

   貞元二十一年三月，出後宮三百人。其月，又出後宮及教坊女妓六百人，

聽其親戚迎於九僊門，百姓莫不叫呼大喜。 

 

由「百姓莫不叫呼大喜」一句可知，這種不合人情到幾近殘酷的制度，對於百姓

的家庭而言，是多麼可怕的一種折磨。另外，在文宗即位之初，亦下詔放歸宮人，

人數多達數千人。《通鑑》寶曆二年（826）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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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指文宗）自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

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省教坊、翰林、總監宂食千

二百餘員。⋯⋯（卷 243） 

這些幸運被放出的宮人，如果尚有親戚迎回，雙方重逢的喜悅，自然如前引史料

所載那樣「叫呼大喜」；可是有些人並沒有這樣圓滿的結局。如張籍〈舊宮人〉

中所描寫的： 

 

   歌舞梁州女，歸時白髮生。全家沒蕃地，無處問鄉程。宮錦不傳樣，御香

空記名。一身難自說，愁逐路人行。（卷 384） 

 

在這一首詩中的宮人雖被放還，可是從她滿頭白髮，就可以知道放還的原因，或

因年老色衰既不能再提供帝王的聲色之娛，也無法再承擔宮中勞役，才被放還。

然而經過如此長久的幽閉歲月，再加上中唐以後的戰亂迭起，家鄉早已遭外族侵

奪，家人也已不知去向，以致無家可歸。面對茫茫前程，她又該何去何從呢？放

歸之喜，被無家可歸的現實打擊得粉碎，如此境遇，連詩人都為之辛酸。 

  或許因為放歸之後，要面臨更多的現實問題，所以有些宮人選擇以「入道」

的方式，為自己的餘年尋得一棲身之所，不致流落而終。如： 

 

   蕭蕭白髮出宮門，羽服星冠道意存。霄漢九重辭鳳闕，雲山何處訪桃源。

瑤池醉月勞仙夢，玉輦乘春卻帝恩。回首吹簫天上伴，上陽花落共誰言。 

戴叔倫〈漢宮人入道〉（卷 273） 

   十歲吹簫入漢宮，看修水殿種芙蓉。自傷白髮辭金屋，許著黃衣向玉峰。

解語老猿開曉戶，學飛雛鶴落高松。定知別後宮中伴，應聽緱山半夜鐘。

于鵠〈送宮人入道歸山〉（卷 310） 

 

這兩首詩中的宮人，都是在白髮叢生之後，請求許以「入道」的方式，脫離宮中，

渡過剩餘的歲月。這種選擇的無奈是非常明顯的。畢竟宮人都已滿頭白髮，則家

中親人能復幾許呢？不過縱使是無奈的選擇，仍然會因個人調適的不同，而有不

同的心境。在戴叔倫詩的末聯云：「回首吹簫天上伴，上陽花落共誰言？」這種

對往日宮闈生活的回首，雖然是詩人設身處地的臆測之詞。問題是，身份的轉變，

和生活習慣的轉變之間，始終存在一定落差則是一個事實。因此宮人雖然離開了

宮廷，並不表示她在生活上，就已經能夠完全擺脫長期宮廷生活的影響，這其中

或許隱藏著一種更大的悲哀。因為閉鎖的宮廷生活雖是不合人情的，卻是這些宮

人生命中唯一擁有的記憶，如今雖因年老而選擇以「入道」終身，她所能想起的，

也只剩下那些曾和她命運相繫的女伴，如此怎能不教她有所牽念呢？所以從這一

個角度來看，這名宮人始終都未能擺脫宮廷生活的影響，然而也正因為如此，筆

者才會認為這是一種更大的悲哀。相對的，在于鵠詩末聯云：「定知別後宮中伴，

應聽緱山半夜鐘」，這也是詩人的推測之詞。不同的地方在於，不是設想詩中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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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宮人對宮廷生活的回首，而是夜半鐘聲對仍在宮中宮人的吸引。寫作角度轉變

之後，宮人對已入道者的欣慕之情，以及入道者生活的祥和寧靜充分地流露出

來，這就表示她已徹底地擺脫了宮廷的生活，並且得到自由。相較於前者，這名

宮人因為對「入道」後的生活調適得更好，所以應該是更加幸運的。 

  宮人選擇「入道」，除了年老之外，有時是出於一種危懼的心情。這種憂懼

的心情，有時是對色衰愛弛的擔心，有時是出於對宮中妃嬪之間相妒傾軋的恐

懼。如： 

 

   捨寵求仙畏色衰，辭天素面立天墀。金丹擬駐千年貌，寶鏡休勻八字眉。

公主與收珠翠後，君王看戴角冠時。從來宮女皆相妒，說著瑤臺總淚垂。

韋應物〈送宮人入道〉（卷 195） 

   卸卻宮妝錦繡衣，黃冠素服製相宜。錫名近奉君王旨，佩籙新參老氏師。

白晝無情趨玉陛，清宵有夢步瑤池。綠鬟女伴含愁別，釋盡當年妒寵私。

殷堯藩〈宮人入道〉（卷 492） 

 

這二首詩中，決定入道的宮人，年紀應該都不大，甚至可能相當受到帝的喜愛。

然而在韋應物詩中，第一句就說明宮人入道的理由是「捨寵求仙畏色衰」，乍看

來這是一個相當不合理的決定，可是細細想來卻非常實際而合乎情理。因為這名

宮人所以得寵，正是因為美貌，卻也因此被他人所嫉妒。因此為了避免在色衰愛

弛之後，遭到因嫉妒所深植的怨恨傷害自己，自保之計，只有急流勇退，先求入

道避禍。這種作法，既可以為自己預留一條全身而退的後路，又可以藉此與其他

宮人釋盡前嫌。由這種早為之計的思考中，就可以知道這些在盛年之時，就選擇

以「入道」方式尋求自保的宮人，心中的憂懼是何等的劇烈了。 

  這些「入道」的宮人，不管其動機為何，在最低限度上，她們都算是為自己

的餘生，找到一個相對安定的棲身之所。然而，卻有一些宮人在入宮之後，就再

也沒有機會離開。這就是中唐以後詩人屢屢提到的「宮人斜」主題。 

  「宮人斜」是唐代集中埋葬去世宮人的地方。不同於一般后妃可以有陵寢，

甚至於可以和帝王合葬，這些去世的宮人，只能默默地被埋葬在郊外，成為一區

無名的墳塚。如孟遲的〈宮人斜〉云： 

 

   雲慘煙愁苑路斜，路旁丘冢盡宮娃。茂陵不是同歸處，空寄香魂著野花。

（卷 557） 

 

詩的前兩句就寫出「宮人斜」所在處的荒蕪與淒涼，所以會如此的原因，主要是

因為生前未受帝王的寵愛，無法晉身妃嬪，受身份的限制，所以不能歸入皇室宗

廟之中，一縷香魂無處歸棲，故詩人只能悲憫地臆想，或許是寄託在路旁一株株

美麗卻不知名的花朵之中吧！對葬於「宮人斜」宮人的哀憐，不斷地出現在許多

詩人的作品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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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宮路遠北原斜，生死恩深不到家。雲雨今歸何處去？黃鸝飛上野棠花。

竇鞏〈宮人斜〉（卷 271） 

   一路斜分古驛前，陰風切切晦秋煙。鉛華新舊共寂寞，日暮愁鴟飛野田。

權德輿〈宮人斜絕句〉（卷 325） 

      翡翠無窮掩夜泉，猶疑一半作神仙。秋來還照長門月，珠露寒花是野田。

羊士諤〈和李都官郎中經宮人斜〉（卷 332） 

   幾多紅粉委黃泥，野鳥如歌又似啼。應有春魂化為燕，年年飛入未央棲。

雍裕之〈宮人斜〉（卷 471） 

 

這四首詩，或是描寫宮人去世之後，魂魄無依的悲哀；或是設想宮人由於生前的

記憶，就算生命消逝，仍然對曾經過的一切眷戀不去。詩人寫作的內容或許有些

不同，可是描寫「宮人斜」所在景象的荒寒，以及所流露出的同情與憐憫則是完

全一致的。 

  雖然「宮人斜」的主題寫作是以哀憐為主調，不過在另外一些詩人的手中，

卻是透過冰冷如刀鋒的筆刃，批判著造成宮人這種淒慘結局的制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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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中「一邊載出一邊來」一句，刻意地將生入宮門，死葬宮人斜兩個場景，利用

剪接的手法拼貼在一起，呈現在同一個畫面之中，在如此強烈的對比之下，展開

巨大的張力所引發出來的深沉解讀空間。何以會有如此的情況出現呢？詩人接著

用非常冷淡的口吻，說出「更衣不減尋常數」，這就是一切的答案。多麼理所當

然的想法！但也正因為如此理所當然，才能具體地反映出執政者對百姓痛苦的嚴

重冷漠，以及輕賤人民生命、幸福的事實。沒有一字批判，但是詩人深惡痛絕的

心情已溢於言表。同樣的，在張籍的〈宿山祠〉詩云： 

 

   秋草宮人斜裏墓，宮中誰送葬來時。千千萬萬皆如此，家在邊城亦不知。

（卷 386） 

 

在這一首詩裏，張籍從不同的角度來批判宮廷。面對這一片秋草蕭瑟的「宮人

斜」，詩人不禁想起，當她們不幸因種種緣故過逝時，宮廷之中，到底是誰來主

持她們的喪事呢？言下之意就暗示我們，宮廷在安頓這群宮人的身後事時，是相

當的草率與冷清的。因為如果在家中的話，一定有一些至親好友，懷著不捨的哀

傷，陪她們走這最後一段路。可是身處宮中，在舉目無親的情形下，誰會為她們

作這些事呢？於是接下來詩人的筆鋒一轉，感慨地告訴我們，這不是個案，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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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萬萬」的宮人的遭遇都是如此。更可悲的是，這群生前被閉鎖在深宮中的

宮人，不僅入宮之後即與家人斷了聯繫，甚至到死後，就連近在城邊的家人仍然

不知身亡的消息。如此的死別，令生者、死者情何以堪呢？經由張籍這一首詩的

揭發，我們才能更深地體會前引元稹的〈上陽白髮人〉詩裏，在描述女性將被選

入宮中時，家人之間那種「良人顧妾心死別，小女呼爺血垂淚。」的痛苦與恐懼

的真正原因。另外在杜牧的〈宮人塚〉詩中，則是寫下「少年入內教歌舞，不識

君王到死時。」（卷 524）這樣的情形究竟是多少宮人共同的命運呢？應該就如

前面張籍詩中所說的「千千萬萬皆如此」。既然如此，何不放出呢？則又回到王

建詩中所謂的「一邊載出一邊來，更衣不減尋常數」的理所當然。就在這惡性循

環之中，虛擲多少女性寶貴的青春，拆散了多少原本幸福和樂的家庭，埋葬了多

少可憐的生命？因此詩人在作品裏，一方面對這群無處哀訴的宮人表達了深切的

同情，同時也對造成這種現象的朝廷提出尖銳的批判。 

  從中唐以後詩人在宮怨主題寫作時，表現的這種朝向現實發展，關切宮人遭

遇的作品來看，我們可以發現到，他們確實是「深化」了這個起源甚早的主題。

藉著從婦女被選時，與家人生離死別的驚恐；到入宮之後，承受種種沉重的壓力

與層層嚴厲的控制；直到死亡之後，她們身後事的淒涼。這一整個過程的書寫，

替這一群可憐的婦女，傾訴了她們心中的痛苦與悲傷，冀望經由這樣的方式，讓

能掌握她們命運的帝王，聽到這些心聲，進而達到「憫怨曠」、「憐幽閉」的諷諭

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