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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豔筆詠史 

 

  詠史詩的發達，是晚唐詩壇相當值得注意的一個文學現象，故而引起後代

學者的高度興趣，從事詳細的分析與研究。這其中一個重要的話題，就是「詠史」

與「懷古」該如何分辨及界定的問題。如廖振富與許鋼兩位學者，都企圖將「詠

史」與「懷古」作出區分，並個別予以清楚的界定及說明。1兩位學者的努力自

有其值得重視與肯定之處，但是欲將「詠史」與「懷古」作出涇渭分明的判別，

則有其實質上的困難。這種困難，廖振富先生亦有自覺地提到說： 

 

   文學創作是心靈的自由活動，而文學分類則是後設的區分，自然無法要求

所有作品均能符合後設的標準。2 

 

既然分類標準的提出乃是後設的結果，自然很難針對「詠史」與「懷古」在發生

時，交融重疊的事實作出明確的區分。因此，筆者在使用「詠史」一詞時，就傾

向於廣義，即將「懷古」的作品亦包括內。這樣的作法，一方面可以避免因對一

首詩究竟屬於「詠史」或「懷古」的判讀不同，引發歧出的爭議；另方面可因涵

蓋範圍較廣，可以在更廣泛的基礎上，觀察此一主題之書寫傾向。 
  晚唐詠史詩選用綺豔題材，根據筆者的篩選，主要有以下幾種：詠吳王夫差

及西施者；詠南朝齊後主及陳後主者；詠楚王好細腰者；詠隋煬帝者；詠北齊高

歡者；詠金谷園及綠珠者；另外尚有一種從正面稱頌女性者。從詩人在這些作品

中所呈現的態度來看，前六種，主要是出於批判；後兩種之中，詠金谷園及綠珠

者，除了批判之外，尚有從正面頌揚綠珠為主殉死的貞節。因此根據作者書寫態

度的不同，大約可以分成兩節來加以說明。 
 
 

第一節 以歷史中的綺豔題材進行批判 

 

一、詠吳王夫差及西施者 

就此一主題在唐代的發展來觀察，是一件相當有趣的事；並且從作者書寫時 
切入角度的不同，亦大致呈現了清楚的時代訊息於其中。 

                                                 
1 《唐代詠史詩之發展與特質》第一章第二節 〈唐代詠史詩之界定〉頁 7～9 廖振富著 民
國七十八年師大碩士論文  
 《詠史詩與中國泛歷史主義》頁 6～9 許鋼著 台北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發行 中

華民國 86 年 8月 31日初版  
2《唐代詠史詩之發展與特質》第一章 頁 12 廖振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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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代，大約最早以「西施」為主題的書寫，是在初唐宋之問的〈浣紗篇贈

陸上人〉。這首詩中雖有「一行霸句踐，再笑傾夫差」之句，然而作者寫作的重

點卻不是放在對歷史的反省上，而是藉此盛讚「陸上人」能勘破色障，作到「達

本知空寂，棄彼猶泥沙。永割偏執性，自長薰修芽。」（卷 51）的高深修為。很
明顯的，這首詩的創作旨趣，是在詠讚「陸上人」的高行，與「女色亡國」的政

治思考是沒有多少關聯的。 
  接下來王維的〈西施詠〉中有「君寵益驕態，君憐無是非」兩句，十分委婉

地點出了專寵之盛；然而結尾以「持謝鄰家子，效顰安可希」作結，則主旨似乎

更著重於譏諷效顰者之不自量力。另外像是王建的〈白紵歌二首〉、戴叔倫的〈白

苧詞〉、白居易的〈吳宮詞〉等，都傾向於以描寫專寵為主；張籍的〈吳宮怨〉

則以宮怨為主。其間只有李白的〈西施〉一首，在結束時提到「句踐徵絕豔，揚

眉入吳關。提攜館娃宮，杳渺詎可攀。一破夫差國，千秋竟不還。」（卷 181）
是從「女色亡國」的角度來書寫「西施」主題。由以上「西施」主題從初唐到盛

唐的發展，我們可以約略看出，詩人們在看待這個歷史事件時，主要的切入點是

集中在「專寵」上，除了李白之外，尚沒有太多人書寫寵惑女色可能導致的政治

危機。 
  可是到了晚唐，從杜牧開始，一直持續到唐末的崔道融與蘇拯，在書寫「西

詩」主題時，就有了很大的不同，其差異性主要表現在兩方面，一者是將批判的

頭直指吳王，另外就是為「西子亡吳」這樣的傳統思考作翻案。 
 
  當詩人們將詠史的重點放在「吳王夫差」，而以「吳宮」、「館娃宮」等為題

時，幾乎毫無例外地以批判、感慨帝王寵惑女色導致危國為寫作旨趣。如杜牧的

〈吳宮詞二首〉云： 
 
   越兵驅綺羅，越女唱吳歌。宮燼花聲少，臺荒麋跡多。茱萸垂曉露，菡萏

落秋波。無遺君王醉，滿城嚬翠蛾。〈其一〉（卷 527） 

   香徑遶吳宮，千帆落照中。鶴鳴山苦雨，魚躍水多風。城帶晚莎綠，池連

秋蓼紅。當時國門外，誰信伍員忠？〈其二〉（同上卷） 

 

這兩首詩的第一首，就直述吳王沉惑女色的悲慘下場。詩中描述在一片歌舞昇平

的繁盛之中，危機正迅速地侵襲過來；剎那之時，輕歌曼舞轉變成宮燼荒臺。第

二首詩，當是杜牧從歷史回顧裏，回到當下的時空，吳宮所在的景色依舊美好，

可是在詩人心中積澱著的對歷史興衰、人事代謝的感慨下，不禁要再次地追問，

當伍員不斷地對吳王提出警告時，志得意滿的吳國上下，有誰真能了解他的一片

赤忱與憂心呢？杜牧對伍員處境的感嘆，不也類似他自己懷才不遇，對時局憂心

忡忡卻伸展無地，而必須「韜舌辱壯心，叫閽無助聲」（〈感懷詩〉）的心情寫照

嗎？ 
  這兩首詩自寵惑女色寫起，到對伍員處境的同情為止，概括地敘述了這個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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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事件的經過，並投射了杜牧自己的滿懷心事。不過在另一首〈悲吳王城〉，杜

牧的寫法就有些不同。詩云： 
 
   二月春風江上來，水精波動碎樓臺。吳王宮殿柳含翠，蘇小宅房花正開。

解舞細腰何處往，能歌姹女逐誰迴。千秋萬古無消息，國作荒原人作灰。

（卷 524） 

 

這首詩敘述時間的安排，是採用倒敘法。前四句是描寫吳宮所在江南二月初春的

美好風光，可是在這樣騃蕩春容裏，杜牧卻在第三聯用兩個問句來對歷史作出提

問，使得全詩的情調產生巨大的轉折。於是，明朗的春色掩上了歷史黯淡的陰影，

對歷史的提問，得不到任何回應，只有「國作荒原人作灰」的慘痛事實，留在詩

人的心中，冷卻、模糊了外在春景的柔美，似乎蘊釀著許多不祥的預感。 
  以「吳宮」為主題的寫作，到了咸通時期的曹鄴時，在表現方式上，傾向以

鋪敘的手法，描寫吳王驕奢亡國的情狀。如〈吳宮宴〉云： 
 
   吳宮城闕高，龍鳳遙相倚。四面鏗鼓鐘，中央列羅綺。春風時一來，蘭麝

聞數理。三度明月落，青娥醉不起。江頭鐵劍鳴，玉座成荒壘。適來歌舞

處，未知身是鬼。（卷 592） 

 

詩中前八句對吳王驕奢之態極力地鋪陳，接著用二句寫亡國之禍，長短不同的接

續，應是作者刻意地安排，暗示驕奢亡國只在一瞬之間，寄寓興亡轉換的迅捷與

無常。由於盛衰只在轉瞬之間，所以連亡國之人亦來不及理解、反省亡國之因，

故有「未知身是鬼」之句，這其中實有生亦惑、死亦惑的冷諷意味。曹鄴的另一

首〈姑蘇臺〉也是寫同樣的主題，詩云： 
 
   南宮酒未銷，又宴姑蘇臺。美人和淚去，半夜閶門開。相對正歌舞，笑中

聞鼓鼙。星散九重門，血流十二街。一去成萬古，臺盡人不回。時聞野田

中，拾得黃金釵。（卷 593） 

 

詩中首二句「南宮酒未銷，又宴姑蘇臺」，言南宮置酒宴飲，歡醉尚未消退，立

刻又在姑蘇臺上設宴縱樂，只此二句就很能傳達吳王縱情享宴之深。「相對正歌

舞，笑中聞鼓鼙」的寫法，亦同樣指向聲色之溺所導致亡國之速。一旦亡國之後，

當時繁華何在呢？歌臺舞榭已成野田，窮奢極侈的放縱，也不過剩下幾枝遺落在

野田翁的黃金釵罷了。 
  同樣寫吳王夫差以縱溺亡國的，尚有皮日休的〈館娃宮懷古五絕〉，譏刺的

意味也相當的濃厚。詩云： 
 
   綺閣飄香下太湖，亂兵侵曉上姑蘇。越王大有堪羞處，祇把西施賺得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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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鄭妲無言下玉墀，夜來飛箭滿罘罳。越王定指高臺笑，卻見當時金鏤楣。

〈其二〉 

   半夜娃宮作戰場，血腥猶雜宴時香。西施不及燒殘蠟，猶為君王泣數行。

〈其三〉 

   青襪雖遮未掩羞，越兵猶怕伍員頭。吳王恨魄今如在，只何西施瀨上遊。

〈其四〉 

   響屧廊中金玉步，采蘋山上綺羅身。不知水葬今何處，溪月彎彎欲效顰。

〈其五〉（卷 615） 

 

這五首七絕，將《吳越春秋》中越王句踐利用美色陰謀滅吳的過程加以檃括。第

一首前二句對起，一邊是沉溺聲色，一邊是夤夜行軍，在鮮明的對比中，彷彿吳

國之亡只在一夜之間，令人警醒；三、四兩句，作者刻意將嘲笑的筆鋒轉向越王，

諷刺他只用了一位美女西施就滅了吳國。於是表面上是譏越王句踐滅吳之易，事

實上卻是重重地指責吳王，竟因寵惑女色，輕易地葬送了自己的國家。第二首詩

的女主角鄭妲，本是越國賣柴者之女，為越王所得，與西施一起被送到吳國。當

她完成任務離去時，吳國的宮殿已為越王所得，而當句踐望著吳王奢華的建築物

時，作者想像越王必然得意地大笑，因為當年因戰敗而失去的一切，今日都再度

地回到自己的手中，吳王可謂白忙一場。第三首應是承第一首「亂兵侵曉上姑蘇」

一句，將當時吳王之倉皇失措，具體地呈現出來。第四首則是譏刺吳王，貴為一

國之君，生前既因寵溺女色而亡國，那麼如果死後有知，或許與西施的一縷芳魂

同遊瀨上，才是他一心所繫的最佳歸宿吧！最後一首作者再提到西施，這位集吳

王三千寵愛於一身的佳人，在成功地為越王執行了復國計畫之後，香消玉殞於何

處呢？只留下一段事蹟供後人憑弔，以及反映在水中一彎似乎如眉般的新月。 
  皮日休這五首懷古之作，在書寫上譏諷的意味十分明顯；不過從文意來看，

西施和鄭妲似乎不是他所要譴責的對象。在第一、二首詩裏，西施和鄭妲其實只

是越王陰謀的工具而已，並且這個陰謀能否成功地執行，尚有吳王本身是否落入

溫柔陷阱此一變數在。或許越王也沒有想到吳王如此輕易地就中了他的陰謀，故

皮日休刻意地指出越王滅吳之易，即認為越王亦有僥倖之處，只是吳王竟然如此

容易地落入吳王的算計之中，所以譏諷的對象，始終都是吳王，這從第四首詩裏

所謂的「吳王恨魄今如在，只合西施瀨上遊」，亦可以了解詩人的用心所在。 
  除了皮日休這五首之外，陸龜蒙也有〈和襲美館娃宮懷古五絕〉之作，其中

的第一首和第四首，則比皮日休更直接地指出問題的根源。詩云： 
 
   三千雖衣水犀珠，半夜夫差國暗屠。猶有八人皆二八，獨教西子占亡吳。

〈其一〉 

   江色分明練繞臺，戰帆遙隔綺疏開。波神自厭荒淫主，句踐樓船穩帖來。

〈其四〉（卷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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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首詩中，陸龜蒙用「三千雖衣水犀珠」一句，就明確陳述吳王後宮之驕奢，

而末兩句則似乎在回應皮日休的說法。因為在前引皮日休的第一首詩裏，曾有「越

王大有堪羞處，祇把西施賺得吳」的說法；此說雖然在反諷吳王，可是仍然接受

傳統中「西施亡吳」的歸因方式，是很明確的。可是在陸龜蒙這首詩裏，他就更

明白地指出吳王本身沉溺聲色的問題，明白地指出吳國亡國真正的關鍵所在，故

有「猶有八人皆二八，獨教西子占亡吳」之說。因此在這一首詩中，陸龜蒙認為，

吳王在報復越王之後，志得意滿，縱情聲色，才是亡國的根本原因，不同意一向

以為「西子亡吳」的傳統說法。這一議論的觀點，在第四首詩裏表現得更為清楚，

所謂的「波神自厭荒淫主，句踐樓船穩帖來。」就是明白為西施翻案的文字。陸

龜蒙在另一首〈吳宮懷古〉裏，也表現了同樣的看法。他說： 
 
   香逕長洲盡棘叢，奢雲豔雨祇悲風。吳王事事須亡國，未必西施勝六宮。

（卷 629） 

 
這首詩同樣直接地點出了吳王夫差亡國的原因所在。所謂的「吳王事事須亡國，

未必西施勝六宮」二句，正是突顯吳王的作為、心態才是導致亡國的直接因素；

相對的，同時也為西施作了翻案，擺脫「女色亡國」的刻板思考方式，一針見血

地將興衰成敗的歷史責任加以澄清。 
  從以上詩人以「吳宮」作為寫作題材的表現方式來看，幾乎毫無例外的都把

批判的對象放在吳王夫差的身上，並有如陸龜蒙替西施背負的亡國罪名澄清。不

僅如此，晚唐有些詩人在提到西施時，甚至有從完全不同以往的肯定角度，盛讚

她能以自己的美色來顛覆吳國。如汪遵的〈越女〉云： 
 
   玉貌何曾為浣沙，只圖句踐獻夫差。蘇臺日夜唯歌舞，不覺干戈犯翠華。

（卷 602） 

 
汪遵在這首詩中的議論方式，是完全脫離傳統的思考。他認為西施是自覺以自己

的美貌為手段，協助越王復國報仇，於是詩中所呈現的，不再是一位惑主危國的

狐媚女性，而是一位以犧牲自我的方式，一報國仇家恨的英烈女子。 
  至於像羅隱、崔道融的作品，也是為西施作翻案文章。羅隱〈西施〉云： 
 
   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

（卷 656） 

 

崔道融的詩云： 
 
   宰嚭亡吳國，西施陷惡名。浣紗春水急，似有不平聲。（卷 714） 

   苧蘿山下如花女，占得姑蘇臺上春。一笑不能傾吳國，五湖何處有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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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714）    

 

羅隱以國家興亡自有其時序輪轉為解，為西施亡吳之說作出了解釋。崔道融的第

一首，則直指亡吳者乃當時權臣「宰嚭」，與西施無關，明確地開釋了西施亡吳

的罪責；第二首則指出，或許西施有過於吳，卻有功於越，切入的角度與汪遵相

類。 
  由以上自汪遵以下以「西施」為書寫題材的作品來看，我們可以發現，晚唐，

尤其是咸通以後至唐末詩壇的詩人，往往能夠擺脫「西子亡吳」的傳統思考模式，

來澄清西施在吳越爭霸過程裏的歷史責任；甚至從越國的立場，肯定西施對越王

在復國報仇時的正面貢獻。這種對「女色亡國」的深刻反省，充分表現了晚唐詩

人對待歷史時的公正態度，以及他們議論的獨到之處，是非常具有特色的。 
   

二、詠南朝齊後主與陳後主者 

在上一個主題中，晚唐詩人的批判對象，完全集中在吳王夫差一人身上，對 
於西施則是傾向取消其歷史責任。而在書寫南朝齊、陳兩代時，亡國教訓裏的張

貴妃則未能免除責任，與陳後主一起都在詩人批判之列。如許渾的〈陳宮怨二首〉

云： 
 
   風暖江頭白日遲，昔人遺事後人悲。草生宮闕國無主，玉樹後庭花為誰？

〈其一〉 

   地雄山險水悠悠，不信隋兵到石頭。玉樹後庭花一曲，與君同上景陽樓。

〈其二〉（卷 538） 

 
第一首詩中，詩人的心情主要表現在第二句「昔人遺事後人悲」上。這曾經是陳

後主與張貴妃歡宴之處，當下只見春草叢生；在觸景傷情的感慨裏，詩人不禁要

問，在亡國之後，當時充滿歡樂的一曲「玉樹後庭花」又該為誰再次演奏呢？第

二首應是第一首的補充。在自恃險要形勢的心態下，陳後主「不信隋兵到石頭」，

這「不信」二字蘊含了多少荒唐，多少遺憾！正因為「不信」，所以陳後主才會

縱溺聲色，直至亡國而不悟。 
  在晚唐詩人裏，對南朝亡國的教訓，投入較多關注的詩人是李商隱，作品如

〈南朝〉七律一首、〈南朝〉七絕一首、〈齊宮詞〉、〈景陽井〉等。〈齊宮詞〉一

首，詠的是齊東昏侯蕭寶卷寵溺潘妃的事蹟，詩云： 
 
   永壽兵來夜不扃，金蓮無復印中庭。梁臺歌管三更罷，猶自風搖九子鈴。

3  

                                                 
3 《李商隱詩歌解》中冊 頁 1370 劉學鍇‧余恕誠合著 台北洪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行 1992
年 10月初版一刷 



 144

詩中前兩句著墨於蕭寶卷的荒淫亡國，而後兩句則措意於梁朝，意在指梁朝雖藉

齊東昏侯之昏亂而得國，卻沒有從前代亡國中汲取教訓，仍然荒淫相繼。誠如余

恕誠、劉學鍇二位先生之說明： 
 
   如詩意僅在引荒淫亡國之事為鑒戒，則專詠齊事即可達此目的。而詩人用

筆之重點，不在齊之亡而在梁臺新主之舊戲重演，淫樂相繼，無視歷史教

訓。4 
 
因此在此詩中，李商隱乃藉「九子鈴」這個小東西作為媒介，貫串兩代君王荒淫

亡國相繼，不知反省的歷史教訓，構思十分的巧妙。「猶自」二字，點出作者的

用意，在含蓄的用筆裏，寄寓了深刻的歷史反思。 
  在〈南朝〉七絕裏，李商隱的用意在譏諷南朝帝王只知偏安茍且於江南，沒

有進取的雄心壯志。詩云： 
 
   地險悠悠天險長，金陵王氣應瑤光。休誇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妝。

5 

 
此詩以南朝為題，故知其旨趣所在，當不止於下二句所說梁元帝與徐妃之間不合

的事情而已。前兩句寫金陵一地乃王氣所鍾，不過縱使山川形勢如此，如果帝王

本身在心態上不圖進取，只知恃雄險的地勢茍且偷安，甚至於縱情聲色，則自誇

擁有半壁江山的帝王，不過如同只得「半面妝」的孤家寡人罷了。詩意在譏諷帝

王不務進取，但求茍安的意圖是相當明顯的。 
  在另一首〈南朝〉七律及〈景陽井〉詩中，李商隱批判的對象則是陳後主。

〈南朝〉詩云： 
 
   玄武湖中玉漏催，雞鳴埭口繡襦迴。誰言瓊樹朝朝見，不及金蓮步步來。

敵國軍營飄木秭，前朝神廟鎖煙煤。滿宮學士皆蓮色，江令當年只費才。
6 

 
這首的命題方式，與前一首相同，因此內容雖然集中在批判陳後主之荒淫失政，

但是事實上其旨趣固不止於陳後主，而同時兼及前此各代。如在第二聯中，文意

是指陳後主之荒怠，未稍遜於齊通昏侯蕭寶卷，並寓有南朝君王皆荒淫相繼，甚

至變本加厲的事實。在〈景陽井〉詩中，全篇的內容和主旨就完全集中在陳後主

與張貴妃身上，詩云： 
 

                                                 
4 同注 3 頁 1380 
5 同注 3 頁 1370 
6 同注 3 頁 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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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陽宮井剩堪悲，不盡龍鸞誓死期。腸斷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
7 

 
這首詩乍看之下似乎是對陳後主與張貴妃充滿同情，然而事實上卻是對陳後主至

死不悟的反諷。誠如余恕誠和劉學鍇兩位之說明： 
 
   詩意蓋謂：陳後主與張、孔二妃於國破之日不赴井而就死，反欲藉之以茍

活，此事實為可悲可嘆。求茍活者終不免斬於青溪，反不如當年吳破之日

西施得水葬之結局也。8 

 

這段話已經將詩意說得非常清楚，值得參考。 
  從以上李商隱對南朝齊、梁、陳三代帝王荒淫相繼，完全不懂得從前代亡國

失政的歷史中汲取教訓的批判，可以發現他在詩中書寫這種意圖時，是十分一致

地表現他心中那種「女色亡國」的思想的，這和在書寫「馬嵬」主題時的方式完

全相同。 
  李商隱之後，晚唐詩人在寫作南朝史事的詠史作品時，幾乎沒有超過他所涵

蓋的範圍。如 
 
   椒宮荒宴竟無疑，倏忽山河盡入隋。留得後庭亡國曲，至今猶與酒家吹。

汪遵〈陳宮〉（卷 602）    

   古堞煙埋宮井樹，陳王吳姬墮泉處。舜沒蒼梧萬里雲，卻不聞將二妃去。 

    陸龜蒙〈景陽宮井〉（卷 629） 

   白玉尊前紫桂香，迎春閣上燕雙雙。陳王半醉貴妃舞，不覺隋兵夜度江。 

    羅鄴〈陳宮〉（卷 654）    

   玉樹歌聲澤國春，纍纍輜重憶亡陳。垂衣端拱渾閒事，忍把江山乞與人。 

    羅隱〈江南〉（卷 665） 

   臨春高閣擬瀛洲，貪寵張妃作勝遊。便把江山為己有，豈知臺榭是身讐。 

   金城暗逐歌聲碎，鐵甕潛隨舞勢休。誰知古宮堪恨處，井桐吟雨不勝秋。

秦韜玉〈陳宮〉（卷 670） 

 
這些作品或是採議論的方式，如陸龜蒙的〈景陽宮井〉；或是以感慨的方式表現，

如汪遵的〈陳宮〉、羅隱的〈江南〉及秦韜玉的〈陳宮〉，都在強調帝王沉溺聲色，

縱欲昏怠，和失政亡國之間緊密的因果關係。就如秦韜玉詩中所說的「金城暗逐

歌聲碎，鐵甕潛隨舞勢休」，堅固如金城、鐵甕的天險及防禦，也禁不起輕歌曼

舞的銷磨與折損。對前代這種歷史教訓，晚唐詩人不斷地去關注，不斷地去表現

和陳述，反映出詩人心中對政局急切的憂懼。這種憂懼之情，李商隱在一首題為

                                                 
7 同注 3 頁 1380 
8 同注 3 頁 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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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的五絕裏，完全不用典故地直接呈現，他說： 
 
   遏雲歌響清，回雪舞腰輕。只要君流盼，君傾國自傾。9 

 
詩中云「只要君流盼，君傾國自傾」二句，正面深切提示色荒之戒，省淨的文字

有著最警醒人心的意義。 
 

三、詠楚王、北齊及隋煬帝者 

在同樣書寫荒淫亡國的歷史教訓的作品中，晚唐詩人所涉及的內容，尚有詠 
楚王好細腰故實，北齊後主寵惑馮淑妃及隋煬帝者。 
 
1、在寫楚王故實者，如許渾的〈楚宮怨二首〉其一云： 

 
   十二山晴花盡開，楚宮雙闕對陽臺。細腰爭舞君沉醉，白日秦兵天上來。

（卷 538） 

 

汪遵的〈細腰宮〉云： 
 
   鼓聲連日燭連宵，貪向春風舞細腰。爭奈君王正沉醉，秦兵江上促征橈。

（卷 602） 

 

這兩首詩的切入角度和表現手法相當接近，詩意也很顯豁，旨在用對比的寫法，

突顯帝王縱情聲色，給敵國可乘之機的教訓。 
  另外李商隱的〈夢澤〉一首，則不止於從表面去描述荒淫失政的歷史事實，

而能更深刻地指出帝王個人的喜惡，對於形塑社會風氣的巨大影響，以及由此一

影響所帶來左右國家命運的結果。詩云： 
 
  夢澤悲風動白茅，楚王葬盡滿城嬌。未知歌舞能多少，虛減宮廚為細腰。10 

 

此詩雖然以楚王好細腰這個歷史掌故為內容，可是李商隱並未如前所引汪遵或許

渾一樣，只把這個掌故當成寵惑女色的負面教材；而是藉此說明在刻意取悅帝王

個人喜好的心態之下，逢迎者本身的可悲之處。誠如余恕誠與劉學鍇兩位先生所

指出的： 
 
   詩中所慨所諷者，為瀰漫於當時楚國宮廷上下之「細腰」風。此風固倡自

                                                 
9 同注 3 下冊 頁 1868 
10 同注 3 上冊 頁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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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細腰」之楚靈王，然詩人用筆之重點則不在「好細腰」者而在「為細

腰」而減宮廚者。而於後者，又非僅諷其迎合邀寵，乃諷其身陷悲劇而不

自知，為人戕害而不自知，自我戕害而不自知。故諷刺中有同情，⋯⋯故

同情中又含有悲天憫人式之冷峻。要之，作者於此競為細腰之現象中所發

掘者，乃一種自願而盲目地走向墳墓之悲劇，而「楚王葬盡滿城嬌」適成

此至種悲劇之有力襯墊。11 

 

從上引的說明裏，我們可以概括地說，這首詩所言的乃是深入地書寫所謂「上有

好者，下必甚之」的現象。李商隱在詩中，運用一個典型的負面教訓，陳述上位

者對於整個社會風氣的走向，會起多大的引導作用，並同時指出一味迎合邀寵之

人的無知。因此這首詩給了我們在理解歷史現象時，一個更寬廣的視野。即歷史

上一齣齣悲劇的不斷上演，其實是上位者的引導，及邀寵者之迎合所共同演出的

結果。上位者固不能免責，邀寵、迎合者之短視又何嘗不是整個共犯結構中不可

缺乏的一部份呢？而身處其中，清醒且理性的知識份子，眼見自己被牽扯入已然

預知卻無力阻止的悲劇之中，其感受之悲涼，又是何等的無奈與無力。從此詩所

能衍生的意義來看，其指涉之廣，已遠超過「女色亡國」的思考，而是從對歷史

的反省與回顧裏，將楚王好細腰這樣一個歷史故實，透過作者深入且細膩的感受

與體會，提煉出飽含貫穿古今、引人深思的現實意義來。 
 
2、詠北齊後主寵惑馮淑妃的作品，晚唐涉及的作家並不多，李商隱和韓偓

是具有代表性的詩人。李商隱有〈北齊二首〉，詩云： 

 

   一笑相傾國便亡，何勞荊棘始堪傷。小蓮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

〈其一〉 

   巧笑知堪敵萬機，傾城最在著戎衣。晉陽已陷休迴顧，更請君王獵一圍。

〈其二〉12 

 

在第一首詩中，李商隱為了刻意突顯色荒亡國之主題，於是將馮淑妃初進御時，

北齊後主對她的專寵，與數年之後北周武帝大破北齊之事作了聯繫，省略時間的

間隔而將兩者緊密地黏附在一起，回應第一句所提示「一笑相傾國便亡」之嚴峻

下場，即前所引〈歌舞〉中所謂「君傾國便傾」之意，寫作技巧是十分高超的。

並且此詩以極綺豔、褻膩的場景作為題材內容，更是晚唐詩人同類作品中所絕無

僅有者。第二首詩開始即用「巧笑知堪敵萬機」一句，指出北齊後主惑溺馮淑妃

之深，只顧取悅佳人之歡心，而將朝政完全置於腦後；正因為如此，才會有「晉

陽已陷休迴顧，更請君王列一圍」，這樣不可思議的荒唐事情的發生。馮浩注本

引《北史傳》云： 

                                                 
11 同注 3 上冊 頁 616  
12 同注 3 上冊 頁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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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

從其言。及帝至晉州，城已欲沒矣。13 

 

從這一段史料所載可知，李商隱詩中所言，乃是剪裁史實而成，不像第一首仍有

出於詩人想像的成份；但是在這平實的寫作之中，雖然沒有任何明白的褒貶，而

其中後主之荒怠、淑妃之愚昧無知，已完全表現出來了。 

  同樣出於對北齊後主荒淫生活的批判，還有韓偓的〈北齊二首〉。如他的第

一首云： 

 

   任道驕奢必敗亡，且將繁盛悅嬪嬙。幾千籢鏡成樓柱，六十間雲號殿廊。

後主獵迴初按樂，胡姬酒醒更新妝。綺羅堆裏春風畔，年少多情一帝王。

（卷 682） 

 

這首詩的第一聯用「任道」、「且將」作為領辭，具體地描繪了北齊後主那種任性

而為，昏庸荒唐的性格；至於中間二聯則以鋪敘的方式承接第一聯，將後主驕奢

的事實加以列舉，和李商隱之作相比較，似乎不如李作濃縮之後的省淨與集中；

末聯雖有反諷之意，不過可能因太刻意突顯後主荒淫的生活，使得詩的脂粉氣濃

厚了些，反而遮掩了那種嚴肅的批判之意，故詩體稍失剛正之格。 

 

3、詠隋煬帝之作。這方面則有杜牧的〈隋苑〉與〈隋宮春〉二首。詩云： 

 

  紅霞一抹廣陵春，定子當筵睡臉新。卻笑吃虧隋煬帝，破國亡家為何人？14 

 

這一首詩亦見李商隱集中，題曰「定子」。根據《樊川外集》原注，定子是牛僧

孺侍妾之名。杜牧的這首詩的主旨，似乎是在盛讚這名侍妾的美貌，聯想及於隋

煬帝後宮當亦無此美色，既無此美色，則隋煬帝破國亡家所為何人呢？文意相當

儇薄，當是遊戲之作。另一首〈隋宮春〉詩云： 

 

   龍舟東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滿故宮。亡國亡家為顏色，露桃猶自舞春風。

（卷 525）  

 

詩意比〈隋苑〉稍加嚴正，對隋煬帝驕奢取敗的結局，發出喟嘆，與另一首題為

〈赤壁〉的「商女不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的感慨，筆法上相當的接近。 

  以上三類以綺豔題材作為詠史內容的作品，是晚唐同類作品中最常出現的，

可見晚唐詩人對於帝王沉溺聲色，導致亡國破家的歷史教訓是何等的關注。這種

                                                 
13 《玉谿生詩集箋注》卷 3 頁 710 唐‧李商隱著 清‧馮浩箋注 台北里仁書局發行 中華

民國 70 年 8月 15日初版   
14 《樊川詩集》中附錄之《樊川外集》 頁 388 唐‧杜牧著 清‧馮集梧注 台北漢京文化事

業有效公司印行 中華民國 72 年 9月 1日初版 筆者按：此詩亦見李商隱集中，題曰「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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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負面歷史教訓投注深切注意的情況，是和另一種「馬嵬」主題的書寫同時出現，

也就是說，晚唐詩人如杜牧、李商隱、溫庭筠、羅隱、羅鄴等重要作家，在以豔

筆詠史時，都同時書寫這些題材。這種現象當非偶合，而是他們在深切感受唐代

盛衰的巨大轉折事件，及晚唐帝王仍不知從天寶之亂汲取教訓時，企圖透過對前

代衰亡歷史的不斷回顧與反省，提醒當時執政者所面臨的巨大危機。其苦心孤詣

所在，當是此類作品所以成為貫穿整個晚唐詩壇，並且重覆出現在許多重要詩人

集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