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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女性及男女情愛」主題與人生感慨的結合 
 

第一節 「美而遭妒」到「淪落天涯」 

 
  進入本章主題討論之前，或許我們必須先追溯一下晚唐這一類主題發生的簡

單過程。一方面通過對這個過程的了解，我們可以比較清楚此一主題發生的脈

絡；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藉之建立一些參照的對象，經由相互的比較，突顯晚唐 

詩人在書寫這種主題時，他們與前期的繼承與變化的關係。 

  借用男女言情的方式來類比君臣之間的關係，或訴說士大夫仕途感慨的表達

方式，在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中，有其淵遠流長的傳統。這其中，屈原的影響非

常的深遠。他在《離騷》中描述這位遲暮美人的形象時說： 
 
   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1 

 
在這些句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屈原筆下的「美人」，對芳華空逝有著深切的焦慮

感。這種焦慮感，與屈原對自己年華老去，卻功名未立的緊迫感是糾纏重疊在一

起的。誠如康正果先生所說的： 
 
   我們從這些表現遲暮感的詩句可以看到，面對春秋的代序和草木的榮衰，

自強不息的君子與渴望及時出嫁的女子懷著同樣的焦慮：他們都因自己的

人生價值沒有實現而擔憂失去機會，蹉跎歲月。⋯⋯《詩經》中的待嫁之

女急不暇擇地出嫁了，在《離騷》中，屈原也用選擇配偶的行動傳達他急

於在政治上尋求合作者的心情。2 

 
從康先生的詮釋裏，我們發現到屈原與其作品中的「美人」之間，有著一種聯繫

類比的密切關係。 
  除了「美人遲暮」的焦慮感之外，屈原在《離騷》中更進一步地指出，所以

會有這種強烈焦慮感的原因，主要是由於「遭妒」的際遇。這種「遭妒」的心情，

是《離騷》裏相當重要的情感基調，屢屢為屈原所提及，如他說：「眾皆競進以

貪婪兮，憑不厭乎求索。羌內恕己以量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又說：「怨靈脩

之浩蕩兮，終不察乎民心。眾女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3在這些詩

句中，屈原一方面指責那些貪婪競進的人，用嫉妒的心情來量己度人，刻意地打

                                                 
1 《楚辭》上 卷 1 頁 21 屈原著 王逸章句 王熙元導讀 台北金楓出版有限公司 1997 年

5月新一版  
2 《風騷與豔情》第二章 頁 81～82 康正果著 台北雲龍出社出版發行 1992 年：臺一版  
3 同注 1 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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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排擠他；另方面也埋怨楚王不能明察自己的一片忠心，在讒佞的包圍之下，

輕信謠言，使己志不得申，己心不得明。 
  因此，在《離騷》中，「美人遲暮」與「美而遭妒」兩者，成了屈原寄托自

己抑鬱情懷的重要內容，也是屈原非常成功地創造出來的文學典型。這種由屈原

所創造出來的書寫範式，對唐代詩人以綺豔題材來抒發人生的感慨，產生了既深

且鉅的深遠影響。 
  在初、盛唐時期，尤其是盛唐李白的詩中，有許多作品就是繞著「美人遲

暮」及「美而遭妒」這個主旨來發揮的。如他的〈古風〉第二十七首云：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眉目豔皎月，一笑傾城歡。常恐碧草晚，坐泣

秋風寒。纖手怨玉琴，清晨起長歎。焉得偶君子，共乘雙飛鸞。4 

 

這一首詩中的女性居住在高聳入雲的綺樓之中，或許就象徵著詩人那種令人難以

接近及褻玩的矜持；而她那傾城的美貌貌，也可以看成是詩人對自己絕世才華的

自信；然而這樣的一名女子，卻時時有著青春凋逝，不得與君子成為偶匹的憂慮。

在這字裏行間，非常容易令人聯想到詩人心中積累的對自己懷才不遇、自傷身世

的落寞。瞿蛻園等引蕭士贇對這一首詩注云： 
 

謂懷材抱藝之士，惟恐未見用之時，而老之將至。思得君子而附離，與共

爵位而用世也。5 

 
從蕭士贇的這一段說解裏，我們可以確定李白在詩中所要傳達的，正是以「美人

遲暮」的書寫方式，來比喻「懷才不遇」的人生感慨的作品。 
  李白還有另一種作品，則主要在藉「美而遭妒」的書寫來抒發心中的不滿。

如他的〈古風〉第四十九首云：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由來紫宮女，共妒

青蛾眉。歸去瀟湘沚，沉吟何足悲。6 

 
此詩中的第二、三句中的「終不發」、「空自持」，一面訴說著一種矜持；同時也

表露出一種對才華虛擲的惋惜與無奈。而這種無奈的境遇，正如蕭世贇所注云：

「此太白遭讒擯逐之詩也。」直接點明了李白在詩中所表現出來的幽怨，主要是

出於遭人「嫉妒」，以致有「遭讒擯逐」的結果。 
不過，有時李白對自己的這種遭遇，表現得更加憤慨，不像上一首那樣含蓄。 

在〈于闐採花〉中云 
                                                 
4 《李白詩集校注》卷 2「古詩」頁 143 唐‧李白著 瞿蛻園等校注 台北里仁書局發行 中

華民國七十年三月二十四日 
5 同注 4 頁 143～144 
6 同注 4 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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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闐採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漢地

多名姝，胡中無花可方比。丹青能醜者妍，無鹽翻在深宮裏。自古妒蛾眉，

胡沙埋皓齒。（卷 163） 
 
蕭士贇認為這一首詩是「太白則藉明妃陷虜傷君子不逢明時，為讒妒所蔽，賢不

肖易置無可辨，蓋亦以自寓意焉。」7即在這一首詩中，太白藉著王昭君的事蹟，

抒發對於高才遭妒的現實的無奈與憤慨。又如在〈效古二首〉中云：「自古有秀

色，西施與東鄰。蛾眉不可妒，況乃效其矉。⋯⋯寄語無鹽子，如君何足珍。」

（卷 183）這也是以相當激烈的口吻，來譏諷那些無才善妒的人。同樣的情調也

出現在李白所寫的另一首題為〈中山孺子妾歌〉一詩中。他說： 
 
   中山孺子妾，特以色見珍。雖然不如延年姝，亦是當時絕世人。桃李出深

井，花豔驚上春。一貴復一賤，關天豈由身？芙蓉老秋霜，團扇羞塵網。

戚姬髡髮入舂市，萬古共悲辛。（卷 163） 
 
這首詩王夫之以為是「以鮑照〈行路難〉意致作豔詩。」8王夫之的意思應該是

指，在太白的這一首詩中，乃藉著書寫「中山孺子妾」的遭遇這種綺豔的題材，

來抒發如鮑照在〈行路難〉詩中，慨歎自己面對現實的困境卻又無可如何，只好

委之於命運作弄的辛酸。大抵上，在李白許多以書寫女性及男女情愛為內容的詩

中，如果指向與其仕途不得志的境遇有關涉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圍繞在「美人遲

暮」與「美而遭妒」這兩個主題來發揮。 
同樣遭「妒」而退，有時盛唐詩人又表現為一種深切的思慕與哀傷。如張九

齡的〈感遇〉第十首云： 
 
   漢上有游女，求思安可得。袖中一札書，欲寄雙飛翼。冥冥愁不見，耿耿

徒緘憶。紫蘭秀空蹊，皓露奪幽色。馨香歲欲晚，感嘆情何極。白雲在南

山，日暮長太息。（卷 47） 
 
張步雲先生認為這一首詩「以游女比唐明皇，言自己為逐臣，思君而不得親近，

又以幽蘭比自己的芳潔。」9此一說法證之於《通鑑》的記載，是有很高的可信

度的。據《通鑑》卷 214「開元二十四年」載，張九齡是遭到李林甫的中傷，才

被唐玄宗罷去相職的。然而在詩中，他卻未表露出自己的憤慨與不滿，只是一再

地訴說著心中的款款忠誠，及對君王眷戀思慕而不得相見的哀傷。 
  到了中唐的貞元、元和時期，出現在詩人詩中所描繪的女性形象，和藉綺豔

題材來抒發人生感慨的性質，與李白相比較則出現有一定的差異。 
                                                 
7 同注 4  卷四 頁 249 
8 同注 4  卷四 頁 301 
9 《唐代詩歌》頁 147 張步雲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發行 1990 年 8月第一版 1994 年 4月
第二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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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女性形象來看，上引李白許多作品所描繪的女性形象，幾乎無一例外的都

是「絕色佳人」，美醜的對比十分強烈。然而到了貞元時期的孟郊手上，雖然也

重視美，卻更強調「德」，如他的〈靜女吟〉云： 
 
   豔女皆妒色，靜女獨檢蹤。任禮恥任妝，嫁德不嫁容。君子易求聘，小人

難自從。此志誰能諒，琴弦幽韻重。（卷 372） 

 
在這一首詩中，孟郊刻意地將「豔女」與「靜女」作了區分，指出兩者之間的基

本差異性，從而突顯了「靜女」的品德表現在「檢蹤」，即強調對自己言行的注

意與整飭，故有「任禮不任妝，嫁德不嫁容」的矜持。雖然有如此的不同，可是

孟郊寄托於這名「靜女」身上的，仍然是「此志誰能諒，琴弦幽韻重」那種知音

難尋的失落感。 
  從李白到孟郊的書寫變化發展來看，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到，李白雖然也重

視德，卻因為過度突顯美醜的對比，以及對「美而遭妒」的強調，使得李白在描

繪女性形象時往往偏重「美」的質素，相對地削弱了對「德」的關注。然而在孟

郊的作品中，他所塑造出來的「靜女」形象，則刻意地降低了「美」的部份，而

偏重「檢蹤」這種「德」的價值。因此從李白到孟郊所描述女性形象的發展來看，

我們似乎可以概括成是由一位風姿綽約的絕代佳人，朝向一位樸實無華的小家碧

玉的轉變過程。 
  孟郊筆下的女性形象，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轉變，和他個人經歷是有密切的關

係的。如在他的〈貧女詞寄從叔先輩簡〉詩中云： 
 
   蠶女非不勤，今年獨無春。二月冰雪深，死盡萬木身。時令自逆行，造化

豈不仁。仰企碧霞仙，高控滄海雲。永別勞苦場，飄颻遊無垠。（卷 372）   

 

在這首詩中，孟郊以「貧女」自喻，藉著描寫她的遭遇，來寄託自己處境的艱難，

冀求獲得仕途上的援引。將這首詩裏的「貧女」，和前引詩中的「靜女」結合之

後，我們就可以具體地看到一位家境清寒，但容德具備的女性形象，這和孟郊本

人的出身及處境不也是相當吻合的嗎？更值得注意的是，從「仰企碧霞仙，高控

滄海雲。永別勞苦場，飄颻遊無垠」四句表現出來詩人的情感來比對，則孟郊投

射在詩中這名「貧女」的情感，幾近於哀告；很顯然的，這和前所舉李白抒發自

己人生感慨詩中女性的那種矜持與傲岸，也有很大的差異性。孟郊塑造出來的這

種女性形象，雖與李白筆下風姿綽約的絕代佳人有明顯的不同，卻成為後來詩人

筆下一種藉以自喻且抒發人生感受慨的重要典型。這種借用「貧女」來抒發自己

處境艱難的作品，在另一位極受孟郊稱讚的貞元詩人張碧的〈貧女〉中也寫說：

「豈是昧容華。豈不知機織。自是生寒門，良媒不相識。」（卷 469）可見在貞

元時期，這種書寫方式，已經出現了。 
  另外像張籍在他的〈節婦吟寄東平李司空師道〉詩中，藉一位婦女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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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婉曲折地表達自己左右為難的處境。這種情感表現模式，其實也對後來的影響

相當深遠。在這首詩中他說：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

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

恨不相逢未嫁時。（卷 382） 

 

這一首詩根據李建崑先生注引羅聯添先生《張籍年譜》「貞元二十一年」條云：「作 
〈節婦吟〉詩寄鄆州李師古，疑在今年。」10則「李師道」當為「李師古」之訛

誤。至於張籍所以寫這樣一首詩的用意，是因為當時張籍已經在他鎮的幕府任

職，鄆州李師古又以書幣有意將他羅致幕下，故以此詩婉拒。詩中張籍以「節婦」

自喻，詞意十分的委婉，所以引發後人對所謂「節婦」的熱烈討論。11張籍此詩

中節婦立場的是非，並不是筆者討論的重點；筆者比較關切的是，張籍在這首詩

中所表現的那種既要宣示自己「從一之志」，同時又要向對方的眷顧表現感懷之

情，企求獲得對方諒解，這樣一種曲折的心態。從這一個心態所透露的訊息裏，

我們可以約略了解，中唐文人在仕途上處處受人左右的艱困現實處境，這一點和

前引孟郊在詩中以「貧女」自喻時的那種近於「哀告」的無奈，是如出一轍的；

另方面也同時讓我們看到，貞元時期兩位重要詩人投射於女性情感世界中的詩人

形象，和盛唐時期詩人李白那種傲岸高舉的自我標榜，有相當的不同。 
  對這種藉綺豔題材來抒發人生感慨的書寫方式 ，進行較大調整的，應該是

元和時期的白居易。因為從李白到孟郊、張籍，他們詩中的女性形象及情感表達

方式或許有些不同，然而以個人際遇為出發點，藉之抒發仕途蹇躓感慨則是一致

的，並沒有更大的拓展。可是到了白居易時，在他的作品中情形有了變化。一方

面他雖然承襲前期的作法，如在〈續古詩十首〉中的第五首及第七首詩云： 

 

   窈窕雙鬟女，容德俱如玉。晝居不踰閾，夜行長秉燭。氣如含露蘭，心如

貫霜竹。宜當備嬪御，胡為守幽獨。無媒不得選，年忽過三六。歲暮望漢

宮，誰在黃金屋。邯鄲進倡女，能唱黃花曲。一曲稱君心，恩榮連九族。

（其五） 

   涼風飄嘉樹，日夜減芳華。下有感秋婦，攀條苦悲嗟。我本幽閑女，結髮

事豪家。豪家多婢僕，門內頗驕奢。良人近封侯，出入鳴玉珂。自從富貴

來，恩薄讒言多。冢婦獨守禮，群妾互奇袤。但信言有玷，不察心無瑕。

容光未銷歇，歡愛忽蹉跎。何意掌上玉，化為眼中沙。盈盈一池水，浩浩

千丈河。勿言小大異，隨分有風波。閨房猶復爾，邦國當如何。（其七） 

 

                                                 
10 《張籍詩集校注》卷 2 「七言古詩」 頁 41 唐‧張籍著 李建崑校注 台北華泰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發行 西元 2001 年 8月初版 
11 同注 10 頁 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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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首詩首先是以「美人遲暮」的傳統書寫模式來進行，並在最後以「邯鄲倡女」

以善歌舞能悅君心而得寵，對比這位「容德俱如玉」的女子「無媒不得進」的失

落。第二首詩以敘述一名豪家婦女遭到讒言，夫婿卻在未經細察的情形之下，就

將她冷落，甚至把她當初如珍愛無比的「掌中玉」般的憐愛，轉變成像「眼中沙」

一樣的不能相容。由詩中這名婦女前後遭遇的巨大落差，以及對婦女的丈夫情感

轉折關鍵的了解，白居易在最後兩句發出：「閨房猶復爾，邦國當何如？」的深

沉感嘆。畢竟親如夫妻且無法禁得起他人的讒言中傷，導致感情由親轉疏，進而

視如寇讎般不能相容；那麼君臣之間本無如此的親密情感，可是臣子之間為了權

力的衝突，卻遠甚於家中妻妾之間的爭寵，這種政治上因權力角逐所引發的鬥

爭，如何能不令人感到憂慮呢？詩中雖然只在最後兩句，白居易才抒發心中的感

慨，可是那種憂讒畏譏的心情是相當深沉的。 

  另一方面，也是更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有意地運用綺豔題材，作為諷諭的

內容，發揮他詩歌美刺功能的主張。如〈秦中吟十首〉中的〈議婚〉，是批判當

時社會在議婚時，重富輕貧的不良風氣。在《新樂府》一系列作品中，則有〈上

陽白髮人〉、〈胡旋女〉、〈太行路〉、〈繚綾〉、〈時世妝〉、〈李夫人〉、〈陵園妾〉、〈鹽

商婦〉、〈井底引銀瓶〉、〈古塚狐〉等作品。在每一首詩的題下，白居易都設定了

一個寫作的主題，批判的範圍涉及政治社會的各個層面。白居易這一系列的詩

作，除了如他在〈秦中吟十首〉的序言裏所說「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

見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為秦中吟。」（卷 425）感慨當時的風俗衰

敗之外，更進一步是站在客觀的立場，清醒而尖銳地指出當時政治社會的一些積

弊，希望藉由詩歌的揭露，使當政者不再受到蒙蔽，真正了解問題所在，並進而

尋求改進之道。 

  白居易這種自覺地運用綺豔題材進行諷諭、教化功能的作品，是唐代此類主

題寫作發展過程中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因為在他之前的這類作品，如果用

來表達個人的情志，大抵是詩人抒發從政過程中失意的感嘆；詩中的女性，主要

是作為詩人情感投射的對象。這種書寫範式，自屈原建立以來，一直被後代不斷

地複製著。可是到了白居易時，突破了這種以詩人一己榮悴經歷為中心的寫作方

式，將眼光輻射出去，注視著現實中許許多多與婦女切身相關的問題，大大地拓

展了詩中綺豔題材書寫的適用範圍，貢獻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不過白居易這種運用綺豔題材進行諷諭的作品，只集中在他早年。在他因直

言進諫觸怒憲宗，並因當時宰相武元衡在上朝途中，被匪徒所殺，他不顧自己身

份、職權的不宜，上書要求捕捉盜賊，導致自己遭到斥放，且又被人落井下石，

貶為江周司馬之後，就不再出現類似的主題寫作了。在白居易被貶為江州司馬

時，他的心情相當低落，可是卻又在顧忌當朝政敵的情況下，不能直言抒發自己

心中的委屈。這種種情感上的壓抑，因著江邊送行時，巧遇一位長安琵琶妓的機

會，委婉地表現在〈琵琶行〈詩中。 

  在這一首七言長篇裏，白居易藉著書寫這名琵琶妓先榮後悴的遭遇，將自己

在政治仕途上的坎坷作了聯綴，如他在這首詩的序言中所說的：「余出官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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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有遷謫意」。這其中所謂的「恬然自安」，根本是一

種「欲語還休」的苦澀；他真正的感受，應該是在「同是天涯淪落人，相逢何必

曾相識」二句裏所表出來，他自己與琵琶妓之間，同病相憐，惺惺相惜的移情作

用，並以此表達自己「淪落天涯」的深沉感慨。 

  晚唐以前，結合綺豔題材來抒發詩人人生感慨作品的書寫及發展情形，大體

上是從屈原、李白以來的「美人遲暮」、「美而遭妒」的書寫方式，向著白居易詩

中藉「淪落天涯」的歌妓那種「先榮後悴」的遭遇來發展。雖然書寫的模式相當

地接近，可是當我們觀察在這個書寫傳統的發展過程中，詩人藉以類比的婦女身

份，卻可以發現相當有趣的明顯的不同。我們可以發現到，從孟郊以後，詩人在

藉婦女的遭遇，寄托自己仕途艱難的人生感慨時，已經不再如前期那麼地充滿著

自信及矜持，更看不到如李白一樣，發出強烈的不平之鳴。相反的，從孟郊以下，

詩人往往運用「貧女」來比喻自己的身世，發出幾近哀求的委曲告訴。兩相比較

之後，時代的消息十分顯然。明朝胡應麟在論及盛、中、晚唐三個時期的詩風所

以不同時，說「故知文章關氣運，非人力。」12又說「元和如劉禹錫，大中如杜

牧之，才皆不下盛唐，而其詩迥別，故知氣運使然，雖韓之雄，柳之古雅，不能

挽也。」13其中連用「氣運」二字來說明詩風的轉移，指出時代局勢的巨變和詩

人心態的轉換有著具體而微的互動，是十分值得參考的。 

                                                 
12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 頁 190 明．胡應麟著 台北廣文書局發行 中華民國六十

二年九月初版 
13 同注 1 內編 進體上「七言」 頁 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