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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綺豔題材與人生感慨的結合 

 

  在上一節裏，筆者曾對晚唐以前，詩人們寫作此類主題的發展過程，作了簡

單的描述。有了這樣一種大概輪廓的掌握，接下來，我們就可以來觀察晚唐時期，

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詩人是如何來表現這一個主題。討論的過程，筆者盡可能地按

照詩人活動期間的先後順序來進行，期待能從時間縱軸的推演中，發現其間可能

的變化所在。在許渾集中有一首題為〈寓懷〉的作品，詩云： 

 

   南國浣紗伴，盈盈天下姝。盤金明繡帶，動珮響羅襦。素手怨瑤瑟，清心

悲玉壺。春華坐銷落，未忍泣蘼蕪。（按：末句一作「爭忍嫁狂夫」）（卷

528） 

 

此詩從詩題來看，當是許渾託寓自己心事的作品。在詩中，他選用的是「南國浣

紗伴」的女性形象，這和他籍貫江南正好貼切；並且這名女性形象的裝飾相當的

華麗，配合上冰清玉潔又帶著幽怨表情，和前引李白〈古風〉中「燕趙有秀色」

一首裏所描繪的佳人形象非常的類似。最後兩句「春華坐銷落，未忍泣蘼蕪」，

前句有「美人遲暮」之感，後句則又有不輕易許人的矜持，應該也是所謂「思得

君子而附離，與供爵位而用世也」的意思。根據這樣的詩意，再配合詩題來思考，

則許渾寄寓其中的心情，就與個人尋求知音援引的期盼有相當程度的關聯了。因

此從許渾這一首詩的表現方式來看，很顯然是承襲前人關於此一主題的寫作模

式，並沒有太多開創性於其中。 

  在杜牧的集中，以綺豔題材抒發人生感慨的作品數量比較多，也較具有特

色。如〈杜秋娘〉詩。這一首詩前有詩序，說明寫作的緣由，大略交代了詩中女

主角杜秋娘盛衰起伏、坎坷曲折的一生。杜牧在杜秋娘的一生中，看到了一名女

子的幸與不幸，完全由外在人事的變化來主導，根本無力掌握自己命運的無奈與

悲哀。於是在敘述了杜秋娘由盛到衰，由青春到年老的一生過程之後，亦從中領

悟到與之相似的古今士大夫的處境，故云： 

 

   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鉤後呼父，釣翁王者師。無國要孟子，有人

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斯。安知魏齊首，見斷簣中屍。給喪蹶張

輩，廊廟冠峨危。珥貂七葉貴，何妨戎虜支。蘇武卻生還，鄧通終死饑。

主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卷 520） 

 

在這一段文字裏，杜牧列舉了歷史上許多人物前後境遇的巨大轉變，說明人生過

程中成敗、禍福、貴賤等等的變化，根本都是事先完全無法預期的；也就是說，

完全不是人力所能事先規劃，努力以赴就能加以掌控的。既然如此，那麼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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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變遷與翻覆，當然也同樣都是必然的，也不是人力所能挽回或加以轉變的。

詩意發展至此，詩人心中的無奈和沮喪，以及由之而生的無可抑止的困惑，一下

子傾洩出來，所以他接著寫下： 

 

   地盡有何物？天外復何之？指何為而捉？足何為而馳？耳何為而聽？目

何為而窺？己身不自曉，此外何思維！因傾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

長詠，聊可以自怡。（卷 520） 

 

詩中連續提出六個問號，然而這樣的問號，詩人斬釘截鐵地說「己身不自曉，此

外何思惟！」很顯然的，杜牧不認為這些自己所提出來的問題，是有可能得到合

理的回答的。因為，既然「己身不自曉」，即與自己如此切身的問題都無法得到

答案的話，那麼這一些人事盛衰的變化當然更無法得到適當的答覆，只留下一大

堆的疑惑在困擾著他，呼應前面他「士林亦難期」的說法。 

  在這一首詩中，杜牧從一名命運掌握於外在人事變化的婦女身上，似乎觸及

到了一個簡單而嚴酷的事實：一切人事上的盛衰、禍福的流轉變化，其實並不是

個人的主觀意志所能完全加以操控的。經由這個「士林亦難期」的洞悉，他更進

一步去思考天地之無邊無際，人處於其中，何其有限與渺小，那麼就算盡人所有

的一切努力，也不能真正去發現或了解作用於其間的神密之處；更可悲的是，杜

牧發現人對自己存在的意義及價值，都不一定能有充分的自覺，那麼又怎能明白

宇宙間如此深奧的道理呢？想到這裡，或許是因為他覺察到身為一個人心智上的

必然界限，也或許是出於對命運、人事變化下無奈的妥協，杜牧擱置了上下求索

的努力，用一樽美酒，讓自己在這令人疲憊的不斷追尋後，獲得一些短暫的休憩。 

  杜牧寫下這一首〈杜秋娘〉詩時，才三十一歲。對於二十六歲便考上進士，

同年又舉「賢良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的他，和唐代許許多多著名文人比較起來，

已可謂早達。然而這樣一位門第既高，又英才勃發、功名早達的才子，卻在三十

一歲的盛年，在詩中對人生充滿如此深的困惑與不解，對加諸身上的外在環境的

限制與操弄，雖然憤慨不平，也同時充斥著強烈的的無力感，使首詩蘊積著無法

排除的抑鬱感。 

  這種抑鬱感，在〈張好好〉詩中，藉著與張好好在洛陽的重逢，透過張好好

的詢問，曲折地表現出來。他說： 

 

   洛城重相見，婥婥為當壚。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鬚。朋遊今在否，落拓

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掛衰柳，涼風生坐隅。灑盡滿矜

淚，短歌聊一書。（卷 520） 

 

詩中「怪我苦何事？少年垂白鬚。朋遊今在否，落拓更能無？」前一個問句，乍

然而停，此時杜牧才三十三歲，何以已經「垂白鬚」呢？少年而垂白鬚，則心力

交悴的經歷已透露在其中；第二個句，暗示早年英氣煥發已成過去，在生硬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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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碰撞之下，詩人性格中的銳氣早已黯淡下來，不復當初。於是，映照在詩人眼

前的，只有一片斜陽衰柳的蕭瑟秋景，反映出詩人心中早衰的心態。這種刻意被

壓抑著的蒼茫感受，在與張好好重逢話舊時，從今昔對照之中，不由自主地湧上

心頭，氾濫成酸辛的淚水，傾洩著詩人心中的悲哀。 

  杜牧在處理自己心中這份牢騷與哀愁時，除了用上述那種充滿既憤慨又無奈

的書寫來抒發之外，也經常以縱情聲色的方式來加以排遣，這使得他成為一個相

當矛盾的人。一方面在清醒時，藉李勘之口表達他對元稹、白居易詩中「纖豔不

逞」、「淫言媟語」的強烈不滿；另一方面卻又在酒筵歌席之間，寫下許多自己風

流韻事的言情之章。這種現象，在唐末詩人崔道融的〈讀杜紫微集〉中，已明白

指出。他說： 

 

   紫微才調復知兵，長覺風雷筆下生。還有枉拋心力處，多於五柳賦閒情。

（卷 714） 

 

前兩句描述在杜牧的詩文之中，有其英姿勃發，議論縱橫的一面；後兩句則指出

詩人風流自賞，倚紅偎翠的一面。對這種充滿尖銳矛盾的生活方式，其實杜牧自

己是有著充分的自覺的。如在〈遣懷〉詩中云： 

 

   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嬴得青樓薄倖名。

（卷 524） 

 

在詩中，杜牧對自己放蕩酒色的生活，既有充分的自覺，也充滿了自嘲。十年一

覺，往事如夢，在消逝的歲月裏，詩人發覺自己一事無成；然後自解自嘲地想著，

也許在流連風月場所時，給自己留下的狼藉名聲，是他人對自己唯一的記憶。這

樣的反省是何等的酸澀，而對於一心一意希望以滿腹的才華報效國家的文人，這

樣虛擲青春歲月的生命過程，該是一種何其令人惋惜的浪費。 

  從以上杜牧藉由綺豔題材來抒發自己人生感慨的幾首作品裏，我們可以看

到，杜牧一方面藉之來傾洩心中的憤慨與哀愁；另一方面，又在其中自解自嘲這

種虛擲生命的矛盾與空虛。誠如他在〈寓題〉詩中所寫的：「把酒直須判酩酊，

逢花莫惜暫淹留。假如三萬六千日，半是悲哀半是愁。」（卷 526）如果不是在

詩人的心中，累積著沉重的悲憤，何至於此呢？因此在杜牧的這種作品裏，我們

似乎可以感受到一位擁有旺盛生命力，並且希望積極用世的文人，處於一個無奈

的時代環境之下，如何以其輕狂的態度，激烈地對抗著自己無力改變的一切。雖

然這種對抗注定失敗，然而呈現在其作品中的力量，就如同《唐音癸籤》引徐獻

忠之評曰：「牧之詩含思悲淒，流情感慨，抑揚頓挫之節，尤其所長。」1這幾句

評語，對於杜牧綺豔詩中抒發人生感慨的作品而言，是非常恰當的。 

                                                 
1 《唐音癸籤》卷 8 頁 62 明‧胡震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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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杜牧作品中那種「俊邁不羈」2的風格不同，在大中詩壇的另一位著名詩

人李商隱作品中呈現的是另一種哀感頑豔的情調。清代劉熙載在《藝概‧詩概》

中，描述兩人的差異性時說：「杜樊川詩雄姿英發，李樊南詩深情綿邈。」3這兩

句話具體而微地概括了兩人詩風的特色，也給我們在了解兩人的情感基調時，有

了一個明確的方向。因此，我們就可以從「深情綿邈」這一個描述語切入，試著

去觀察李商隱是如何透過綺豔題材來抒發他的人生感慨。 

首先我們來看一首前輩學者認定是李商隱早年寫作的一首〈無題〉詩。詩云： 

 

   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學彈箏，銀甲

不曾卸。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4 

 

詩的表現手法明顯地模仿〈孔雀東南飛〉的敘述方式，描寫一位美麗而聰穎、早

熟的少女，如何隨著年齡的成長，如何努力地學習以增進自己的才貌；然而縱使

如此，仍然無法確定自己能否成就一段美好的姻緣，並為這種不確定感而感到憂

心與悲傷。這一首作品，吳喬解釋說：「才而不遇之意。」5十分簡明扼要。也就

是說，這一首李商隱早年的作品，寄寓於詩中這名美麗早慧的少女身上的，正是

同樣以早慧聞名，「十六著〈才論〉、〈聖論〉，以古文出公卿間」6的作者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李商隱對這位少女形象的描繪，前八句是從正面刻畫她那清新可

愛的慧黠模樣，顯示出作者對於由女性所流露出來的美的高度敏感性；末兩句「十

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將少女懷春幽怨的情懷，透過隱隱約約的啜泣聲，以

及少女形單影隻地佇立於鞦韆下的背影給傳遞出來，非常能夠引起讀者心中同情

與憐惜的情感共鳴。而這種經由懷春少女的幽怨，比喻才士渴望遇合的情感表

現，似乎一直是李商隱此類作品中持續著的主要特色之一。 

  李商隱尚有一首〈海客〉，也是用綺豔題材來寄託自己的仕途經歷的作品。

詩云： 

 

   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罷織一相聞。只應不憚牽牛妒，聊用支機石贈君。
7 

 

這首詩馮浩注曰：「海客比鄭，星娥自比，支機石喻幾之文采，牽牛比令狐也。」

根據馮浩這一條解釋，余恕誠及劉學鍇兩位先生進一步說明： 

 

                                                 
2 同注 1 
3 《藝概‧詩概》頁 95 清‧劉熙載著 龔鵬程撰述 台北金楓出版有限公司印行 1986 年 12
月初版 
4 《李商隱詩歌集解》上 頁 22 唐‧李商隱著 劉學鍇‧余恕誠合著  
5 同注 4 頁 24 
6 《李商隱文編年校注》（四）頁 1713 唐‧李商隱著 劉學鍇‧余恕誠合著 北京中華書局出

版發行  2002 年 3月第一版 北京第一次印刷  
7 同注 4 頁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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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句即以張騫出使喻鄭亞之廉察桂管。桂州近海，故曰「海客」。⋯⋯「星

娥罷織」，謂己罷祕省之職而就亞之辟也。三四謂己惟其不憚黨人中舊好

之妒，故以文采為亞效力，以酬知己之恩。8 

 

經過前輩學者之說明，此詩之意旨已大明。然而比較引人注意的是，李商隱在詩

中用「只應不憚牽牛妒」之語，似乎已經預知此舉，必將引起令狐綯所屬牛黨舊

好之不滿，卻仍舊作出這種抉擇，頗有行所當行之意。如程夢星之解曰： 

 

   然昔從茂元，己為所惡，亦不自今日矣。只應不憚其惡，是以又復從亞耳。

自反無愧，橫逆何計哉？9 

 

如果真如程夢星之說，李商隱在此詩中所表現的是「自反無愧，橫逆何計哉？」

的心情，則李商隱是十分自覺地作出這樣的決定，才會有「不憚牽牛妒」的心理

準備。那麼此時以「星娥」自比的李商隱，在情感上是相當堅定的。不過相對的

是，面對李商隱這種堅決求去的態度，在令狐綯這邊的感受，正如李商隱的預期

一樣，認定他「忘家恩，放利茍合，謝不通。」（《新唐書‧文藝傳下》卷 203）

於是兩人的關係降到最低點。問題是，李商隱對於這位對己曾有提攜之恩的故人

之子，何以到此時會走到幾乎決裂的程度呢？其實這間是有一段發展過程的。李

商隱和令狐綯之間的矛盾，當是從李商隱娶王茂元之女開始的，自此之後，李商

隱曾屢次在詩中表示彌縫之意，這從〈酬別令狐補闕〉詩中可以看出來；可是畢

竟嫌隙已成，李商隱雖卑辭懇志以求諒解，始終無法將兩人之間的隔閡掃除，在

加上鄭亞之召，於是才在明知此舉必將引來令狐綯極端不滿的情形下，接受了鄭

亞之召，使兩人的關係趨近於完全決裂。 

  筆者對李商隱和令狐綯之間關係的發展作了簡單的說明，用意並不在判定其

中孰是孰非。筆者的用意，在於呈現李商隱在這一個過程中，一些性格微妙的表

現。這種微妙的地方在於，當他了解到，無論如何也無法彌縫與令狐綯之間的關

係時，他在這一首詩中寫下「只應不憚牽牛妒」，所顯現的堅決態度中，我們可

以發現到，在李商隱個性裏自有其骨鯁不易妥協的一面。這與他在上引〈無題〉

詩中所描述的「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那種惹人憐愛的少女幽怨形象，有

著相當的不同，且也同時是李商隱詩中一直有著的另一種重要特色。 

  這兩種看似衝突的性格特色，是如何在李商隱的作品中發生作用的呢？這或

許可以從兩者之間的共同性來探討。兩者的共同點是「求知」，然而欲「求知」

者，必先有足為人所知者，這是先決條件。這種先決條件，在女為美貌、為婦德；

在男則為才華、為品行，於是他們努力以赴，為的就是能獲得這些足為人所知、

所重的條件，這從前引李商隱〈無題〉詩中對少女成長過程的刻意鋪敘，就可以

明白其用意所在。然而一旦擁有這些良好的條件之後，自然會形成一種強烈的優

                                                 
8 同注 4 頁 582 
9 同注 4 頁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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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感，既然如此，當然不容易向人太低聲下氣。於是當他們自覺擁有優越的條件，

卻不為人所知、所重時，感情上會遭到挫折就變得十分自然。這種挫折感時而以

哀慕之情泣訴，如前引詩中的「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表現感傷幽怨的情

懷；時而以憤懣之情陳述，表現跌宕矯激的抑鬱感，如「只應不憚牽牛妒」之類，

在明知必然遭妒的情形下，仍然執意為之。所以如果從這種情感表達的差異性來

思考，李商隱在〈無題〉詩中，表現哀傷幽怨的情感成份多；在〈海客〉詩中，

憤懣之感多。情感性質不同，造成閱讀接受上的感受自然也就不一樣。不過，筆

者仍需強調的是，就憤懣與哀傷兩種情感在李商隱此類作品中的整體表現來看，

哀傷仍然是佔有主導性的。如他在一首題為〈席上作〉的詩中云： 

 

   淡雲輕雨拂高唐，玉殿秋來夜正長。料得也應憐宋玉，一生唯事楚懷王。
10 

 

這一首詩，余恕誠和劉學鍇兩位先生解釋說： 

 

   首二席上即景，暗以神女喻家妓，以楚襄王喻鄭亞。三四則以宋玉自比，

謂彼多情之神女，料亦應憐專事楚襄王之宋玉也。⋯⋯家妓與幕僚，雖身

份不同，而唯事府主則同，「料得」二語或亦微寓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慨焉。
11 

 

說解文字中說此詩「微寓同是天涯淪落人之慨」，是相當深入去感受李商隱心中

感慨的看法，十分具有啟發意義。因此從前輩學者的解釋裏，我們可以掌握到，

在這首詩中，李商隱的感慨，主要是出自於對自己始終沉淪下僚遭遇的感傷。這

種感傷與鄭亞的關係應該不是太大，更多的是由於自己心中理想與現實處境之巨

大落差所產生的，在自傷、自憐的同時，又充滿著自嘲的無奈。 

  李商隱這種傷感的情緒，有時是藉由對他人先榮後悴的今昔之感而發的。如

他的〈李衛公〉詩云： 

 

   絳紗弟子音塵絕，鸞鏡佳人舊會稀。今日致身歌舞地，木棉花暖鷓鴣飛。
12 

 

詩題中的「李衛公」，指的是唐武宗時的名相李德裕。宣宗即位後，在「君、臣

務反會昌之政」（《通鑑》卷 284 語）的情形之下，李德裕歷貶厓州司戶而卒。李

商隱對李德裕身後蕭條的景況，用今昔盛衰作為對比，突顯人事滄桑之感；後兩

句以景語作收，所謂「以樂景寫哀」，增添無限淒涼。詩中第二句「鸞鏡佳人舊

                                                 
10 同注 4 頁 643 
11 同注 4 頁 645 
12 同注 4（中） 頁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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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稀」，按《新唐書‧李德裕傳》云：「德裕不喜飲酒，後房無聲色之娛。」（卷

180）則似有不合之處。故余恕誠與劉學鍇兩位先生以為「此『鸞鏡佳人』當指

德裕政治上的同道。」13應可信。所以這兩句話，應解為李德裕昔日政壇中的同

盟，如今同遭牛黨所逐，彼此音訊隔絕，相會無日之意。 

  從這一首詩的表現方式上，我們可以發覺，李商隱不僅使用綺豔的題材來抒

發自己的感慨，甚至在傷悼他人這種盛衰無常的境遇時，也會運用同樣的手法來

呈現。 

  又有些作品，李商隱是用綺豔的題材作為諷刺之用，甚至在諷刺之外，更加

上對邀寵取媚者可笑復可憐言行的憐憫。如以下這首詩云： 

 

   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鬥腰肢。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
14 

    

前一首根據余、劉兩位先生的注解，李商隱是運用周穆王時巧匠偃師本意在製造

倡者取悅穆王，卻反而弄巧成拙地惹怒了周穆王的典故，藉此諷刺企圖以巧佞取

悅於君前的人，告誡他們那些造機械、弄權術以邀寵的言行，終究不能長久，甚

至會得到反效果的事實。問題是，類似這樣的故事，雖然在歷史的進程中斑斑可

考，可是就是有很多人始終無法從其中得到警惕，這種愚昧與無知，在詩人清醒

的冷眼旁觀裏，如何不令人感慨呢？ 

  李商隱這類運用綺豔題材抒發人生感慨的作品，雖然意在諷刺那些巧於逢迎

揣摩者的愚昧與無知；然而當他觀察到這樣的一個現象，到處充斥在他所處的政

治社會環境時，他也同時確切地體會到，自己縱使清醒地追求高潔，只會徒然地

陷自己於艱難的困境之中。這種既無法同流合污，又不能甘心自放草野的矛盾，

有意無意地流露在他所寫的〈嫦娥〉詩中。詩云：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15 

 

在末兩句裏，詩人設身處地去推想嫦娥的心情，賦予了嫦娥悔偷靈藥，置己身於

清冷孤寂之處境的新義。這種重新詮釋嫦娥處境的說法，或許清楚地將李商隱自

身真實的矛盾心情給反映了出來。因為在詩中，詩人用了「應悔」兩字，這本就

是一種假設語氣，這種假設性的說法，是出於詮釋者對事件的解讀後，所賦予事

件本身個人的主觀臆斷，其中充滿了詮釋者所投射的心靈意向。所以「悔」這一

個情感的出現，應該不是來自於被詮釋的對象，而是來自於詮釋者本身的情感投

射。那麼為什麼李商隱會將嫦娥偷靈藥後的處境，詮釋為一種可能令人後悔的事

                                                 
13 同注 4 中 頁 886   
14 同注 4 下 頁 1863 
15 桐注 4 下 頁 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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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因為嫦娥偷了靈藥之後，獨自停留在月宮之中，這種情況相對於一心追求高

潔，卻又因此使自己陷於困窘之境的李商隱來說，會將之感受為一種不堪忍受的

清冷與孤寂，並不是一種難以想像的情景。既然個人的感受如此，他會將嫦娥因

偷藥而來的處境，理解成一種「悔」的情感，就是順理成章的想像了。 

  因此嫦娥處境之於李商隱而言，乃是一種令人生「悔」的處境，此一處境即

是前所謂清冷孤寂的感受。這種清冷而孤寂的感受的發生，就與李商隱雖然一意

蔑視庸俗者之言行，嚮往高潔的理想；然而付出的代價，卻是使自己的處境更加

的艱難與孤獨的現實困境，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也就是說，李商隱清楚地知道，

自己所陷入的困境，乃如嫦娥一樣，是自己的堅持所造成的結果，因此在自憐自

傷之下隱隱約約地感到後悔；但是這種後悔的心情，畢竟又與自己一向堅持的理

想不相吻合，於是陷入了更為深刻的矛盾之中，無法解脫開來。 

  所以或許我們可以這樣說，李商隱雖自知處在這種「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懊

悔心情中，卻又無法放棄對理想堅持的矛盾，是他透過賦予嫦娥新的詮釋意義

時，所表現出來較為深層的心靈傾向。這種自知矛盾，卻又無法作出明確抉擇的

痛苦，使他的詩中往往呈現出一種糾纏而無法理清的哀愁與悲傷，完美地表現在

許多動人心弦的無題詩裏。如：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16 

 

這首詩的確解如何，古今眾說紛紜，迄無定論。可是如果對詩中所表現的情感質

性的掌握，則幾乎沒有異議。簡單來說，不管那一家都同意，詩中所陳述的是一

種刻骨銘心、生死不渝的深情至性。而孕育著這種深情的，則是既知不能圓滿，

卻又無法割捨、甚至不願割捨的執著。時空、人事的重重阻隔，使得彼此心靈上

的思念更緊密地糾纏在一起，成為一種痛苦而沉重的情感枷鎖。雖然如此，在面

對涼薄、無常的世情變化時，對於詩人而言，這種銘心刻骨的情感聯繫，卻又是

充滿苦澀的記憶裏，最令人眷戀的慰藉，同時似乎也宣示著生命的意義，並提供

繼續存活下去的力量泉源。這樣的一種情感告白，筆者認為正是李商隱詩中最具

代表性，也最具魅力的成就所在。並且由於在這種詩中，李商隱將一切具體的人

事完全取消，只專注在一種真摯情感的描述，所以使得它同時獲得了相當巨大的

詮釋空間。如姚培謙曾就這一首詩的情感性質，作了非常好的延伸解讀，他說： 

 

   此等詩，似寄情男女，而世間君臣朋友之間，若無此意，便泛泛與陌路相

似，此非粗心人所知。17 

 

                                                 
16 同注 4 下 頁 1461 
17 同注 4  下 頁 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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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培謙這一個說法最大的啟示是，當我們在閱讀李商的這一類無題的作品時，或

許可以不必引經據典地去作考證，不用穿鑿附會地求索作者意圖，只從作者情感

的質素切入，頓悟世間真情之相類相通。此一說法的提出，可謂提供了閱讀李商

隱這一類無題詩的另一法門途徑。也就是說，李商隱的這類詩，其實可以從他言

「情」的角度切入，追隨他層層深入「情」的核心，去體會、浸染這種人間寶貴

的核心價值。誠如余、劉兩位先生所說： 

 

   義山無題，此章最為傳誦，⋯⋯抑亦因其純粹抒情，不雜敘事；高度概括，

而形象鮮明；比興象徵，而不流於晦澀，較之他篇更為精純也。此類戀詩，

雖亦有所謂「本事」（亦未必即作者之戀愛經歷），然必已舍棄生活原型中

之大量雜質，提煉、純化、昇華為結晶，以表達愛情間阻情況下愈益深摯

忠貞之感情。18 

 

兩位先生認為此詩乃抒情之純粹者，乃提煉、純化、昇華為結晶之精純者，都是

非常具有啟發性的說法。尤其兩位先生對李商隱這種將雜質排除後，純粹出來的

言「情」之章裏的情感，以「深摯忠貞」四字加以概括，更使得這種「似寄情男

女」的作品內容，有了更寬廣的詮釋空間，與姚培謙之說前後呼應。 

  由李商隱所深刻發展出來的這種綺豔題材的書寫方式，因為他善於言「情」

的心靈傾向，使得「情」被高度地提煉與純化。透過這種「深情綿邈」的表現手

法，他的言情之章在融合了作者坎坷的人生感受之後，娓娓地訴說著深切而苦痛

的感慨，正如他在一首題曰〈流鶯〉的詩中所寫下的「巧囀豈能無本意？良辰未

必有佳期！」 

  從以上對杜牧及李商隱藉綺豔題材抒發人生感慨的作品來比較，兩人在書寫

的方式上有些微的差異。這個差異表現在，當杜牧在書寫〈杜秋娘〉、〈張好好〉

詩時，都透過「先榮後悴」的今昔對照，來抒發感慨，關於這一點，他和元和時

期白居易的〈長恨歌〉、〈琵琶行〉，及劉禹錫的〈泰娘歌〉的敘述模式是相類的；

而李商隱則是傾向透過美麗卻出身貧困的女性，寄託自己仕途處處必須依托他人

的辛酸。從這樣來看，李商隱的書寫模式，和孟郊在〈貧女〉及〈靜女〉詩中所

寄託的心情是比較接近的，而且，這也是與他約略同時，或稍前的幾位作家的共

同處境。如： 

 

   貧女貌非醜，要須緣嫁遲。還似求名客，無媒不及時。 

雍陶〈感興〉（卷 518） 

   殘妝滿面淚闌干，幾許幽情欲語難。雲髻懶梳愁拆鳳，翠蛾羞照恐驚鸞。

南鄰送女初鳴珮，北里迎妻已夢闌。惟有深閨憔悴質，年年長凭繡牀看。

薛逢〈貧女吟〉（卷 548） 

 

                                                 
18 同注 4 下 頁 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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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首詩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詩人是如何將「貧女」與「寒士」的命運綰

結在一起。在這種類比中，貧女有貌，寒士有才，但卻同時因出身「貧寒」的事

實，所以乏人問津，以致蹉跎時光。薛逢的文字風格比較接近李商隱，前四句著

重描寫貧女的美麗與哀愁，後四句則透過對比的手法，抒發貧女嫁遲的幽情，寄

託自己乏人援引的感慨。這兩首詩，雖然文字上有工麗與質樸的不同，可是作為

書寫內容所表現詩人的感受則是完全一致的。從這一個地方我們可以發現，自中

唐貞元時期的孟郊、張碧到大中時期的雍陶、李商隱及薛逢，這種將「貧女」與

「寒士」作類比的書寫方式，已經完全成熟，並且成為另一種值得注意的書寫範

式。 

  許渾、杜牧、李商隱等大中詩壇的代表詩人相繼過世之後，這一類主題寫作，

從咸通時期的詩人的作品中來觀察，自孟郊以下至薛逢的這種將「貧女」與「寒

士」結合在一起的書寫範式，影響更為突出。不同的是，在文字形式上，咸通詩

人有意地越過大中時期李商隱等人所追求的那種七律的典麗風格，傾向從貞元時

期孟郊質樸的五古作品學習。 

  咸通詩人以「貧女」自喻，寄託「寒士」不遇感慨的作品相當常見。如曹鄴

的〈四怨三愁五情詩十二首〉，在序言中，他自己就明白說出：「間作四怨、三愁、

五情。以望詩人救。」（卷 592）可見他作這些詩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在覓舉的

過程裏，得到當時有名望詩人的援引。唐代舉子尋求著名文人薦引的風氣，可以

從《唐音癸籤》的記載中得到說明。書中云： 

 

   舉子麻衣通刺，稱鄉貢。繇戶部關禮部各投公卷，亦投行卷於諸公卿間。

舊嘗投今復投者曰溫卷。禮部例，得采名望收錄。凡造請權要，謂之關節。

激揚聲價，謂之往還。士成名多以此。19 

 

從胡震亨的這一段記載可知，唐代士人所以積極從事「行卷」、「溫卷」，造訪權

要的原因，都不外乎希望藉此「激揚聲價」，而其間的關鍵，就在於唐代禮部有

「得采名望收錄」的慣例。也就是說，禮部在決定舉子錄取與否的過程裏，除了

正式考試的結果之外，舉子本身的文名，是他們據以作出取捨的重要因素之一。

至於舉子本身文名能否受到主考官的重視，則又大多取決於當時以著名文人是否

予以推薦。基於這樣的一個慣例，所以在曹鄴的詩序中，才會說出「望詩人救」

這樣的話來。並且在他的這一系列詩中，就明白地以空閨獨守的女性自喻。他說： 

 

   美人如新花，許嫁還獨守。豈無青銅鏡，終日自疑醜。（卷 592） 

 

在詩中，曹鄴藉一位美麗女子因棲遲未嫁，進而對自己的容貌信心動搖的狐疑心

態，寄託那種患得患失的心情，十分的形象化。另一首則云： 

 

                                                 
19 《唐音癸籤》卷 18 頁 161 明‧胡震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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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嬌生漢宮，西施生南國。專房莫相妒，各自有顏色。（卷 592） 

 

這首詩裏，曹鄴則進一步說明了自己憂懼的心情所自。因為同樣希望得到援引，

那麼在激烈的競爭之下，舉子們彼此之間的勾心鬥角必定不少。所以曹鄴才會在

這一組詩中，特別地提到彼此相妒的問題，並且希望雙方各自努力，不必為了爭

奪功名而傷害對方。然而這種想法畢竟只是一廂情願，因此或許出於對這種與真

才實學無關的鑽營的厭倦，曹鄴在這十二首詩之外，又寫了一首題為〈自退〉的

詩。詩云： 

 

   寒女面如花，空寂常對影。況我不嫁容，甘為瓶墮井。（卷 592） 

 

在這首詩裏，曹鄴表現於其中的情緒更加低落。他採用的是對比的手法，敘述一

位出身貧寒的女子，雖然非常的美麗，卻也只能寂寞地獨對自己的身影；相較之

下，自己這種平凡的容貌，除了無奈地選擇「自退」一途之外，又能如何呢？從

曹鄴前面所寫「美人如新花」時，仍懷有冀人援引的希望，到這裏「況我不嫁容」

的選擇「自退」，詩人藉著女性因貧苦而無媒問津的幽怨，表現出來的是現實處

境裏，這一批「寒士」對艱困遭遇的無力與絕望。 

  這種因長期科場失意，帶來對自己才華信心的動搖，同樣出現在于濆的〈擬

古意〉詩中。詩云： 

 

   白玉若無玷，花顏需及時。國色久在室，良媒亦生疑。鴉鬟未成髻，鸞鏡

徒自知。翻慚效顰者，卻笑從人遲。（卷 599） 

 

詩中「國色久在室，良媒亦生疑」二句，揭露了一種普遍的心理傾向。即面對長

期的不得意，為了給予合理化的說明，人們往往會不由自主地根本否定個人的才

華與能力，並作出消極的、宿命的解釋。面對周圍這種強烈的質疑，使得于濆不

能不說出「翻慚效顰者，卻笑從人遲」，這樣無奈的自嘲。于濆這種低落、沮喪

的心情，不是沒有原因的。根據《唐才子傳》書中，梁超然先生對于濆生平的考

據，于濆在科場蹉跎幾近二十年。20從這樣艱難的覓舉過程裏，我們大概可以了

解，他所以寫下「國色久在室，良媒亦生疑」的話，是有他非常深刻而苦痛的人

生經歷及感慨在內的。 

  另外一位在科場上蹭蹬約三十年的咸通詩人卲謁，遭遇更為淒涼。在前文

裏，筆者已經提過在咸通七年溫庭筠主持科舉時，為振公道，曾榜邵謁之詩三十

餘篇，但是結果卻是溫庭筠因而得罪權貴被廢，尋卒於該年歲末，而邵謁的遭遇，

據胡震亨的考證： 

 

   咸通中，溫飛卿任太學博士，秋主試，以邵謁為工，榜於堂，仍請之禮部，

                                                 
20 《唐才子傳校箋》卷 8 頁 459 元‧辛文房著 傅璇琮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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謁竟不得第而死。21 

 

由這一條來看，則邵謁終其一生，都未能獲得一第之名。面對這樣困蹇的身世，

邵謁有時以激動的語氣，渲洩他心中的痛苦，如在〈寒女行〉中說：「他人如何

歡，我意又何苦。所以問皇天，皇天竟無語！」這種憤慨雖然非常強烈，卻是生

氣飽滿。而在另一首題為〈古樂府〉詩中，卻是蕭瑟且完全地絕望了。詩云： 

 

   對酒彈古琴，弦中發新音。新音不可辨，十指幽恨深。妾顏不自保，四時

如車輪。不知今夜月，曾照幾時人？露滴芙蓉香，香銷心亦死。良時無可

留，殘紅謝池水。（卷 605） 

 

詩一開始就用低沉的語氣訴說著「知音不遇」的幽恨，接著透露自己「芳華空逝」

的哀傷，最後則呈現一幅眾芳蕪穢，香銷紅殘的景象，寄寓自己無力承受的悲痛。

其中尤其是「露滴芙蓉香，香銷心亦死」二句，頗近李賀冷豔的風格；並且從中

似可感受到詩人不斷從自己的痛苦裏熬煉出詩句，那種至死方休的努力，非常令

人動容。 

  咸通時期的曹鄴、于濆及邵謁三人，自覺地使用五古的質樸形式，將「寒士」

與「貧女」做結合的書寫方式，其主要的動機，如《唐才子傳》「于濆」條所載

是出於對大中時期傾向那種「拘束聲律而入於輕浮」22詩風的不滿，因此他們的

創作是有明確的指導原則作為遵循的。所以辛文房稱讚他們： 

 

   于濆、邵謁、劉駕、曹鄴等，能反棹下流，更唱瘖俗，置聲祿於度外，患

大雅之凌遲，使耳厭鄭、衛，而忽洗雲和；心醉醇醲，而乍爽玄酒。23 

 

在這一段文字裏，辛文房對於于濆等人的作品給予了充分的肯定，主要的原因，

就在於能夠自覺地擺脫前期穠麗的詩風，以質樸的文字形式及內容，企圖恢復文

學的教化功能。不過在文中提到他們「置聲祿於度外」之說，聯繫到前所引他們

艱苦追求一第的詩作內容，似有扞格之處，因此有必要作進一步仔細的說明。 

  在前引于濆等人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確定地說，他們是非常渴望能夠獲得一

第之名的，這就證明了他們並非真能「置聲祿於度外」。那麼，是否辛文房誤解

了呢？其實也並非如此。這其中牽涉到了唐代科舉考試中，進士科「試詩」一項

的評量標準的問題。因為在唐代進士科「試詩」一項，在形式上絕大多數是以五

言六韻十二句的排律體為「程式」，並且根據唐末范攄的《雲溪友議》卷上「古

制興」條載，在文宗時甚至下詔要求省試詩的衡量標準是「依齊梁體格」來評定

的。24這也是為什麼在晚唐許多詩人，如李商隱、溫庭筠、陸龜蒙等人的集中會

                                                 
21 同注 20 卷 18 頁 161 
22 同注 20 
23 同注 20 頁 460 
24 《雲溪友議》卷上 頁 15   台北世界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八十年六月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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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許多擬「齊梁體格」作品的部分原因之一。既然如此，則于濆等人在當時提

倡質樸的五古，批判「拘束聲律」的作品，就等於和整個科舉制度對抗，這幾乎

就已經注定其失敗的必然結果。因此如果我們從這一個角度來看，他們這種敢於

和整個制度對抗的精神，確實是能「置聲律於度外」的。 

  然而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去追問，既然制度辦法如此，而于濆等人也確實對自

己長期的科場失意感到悲痛，何以仍然堅持自己的創作立場呢？於是從這裏我們

或許才能更深入地了解到，讓他們感到悲痛的，應該不完全是來自於科考過程中

的不得意，其中也有他們企圖藉扭轉文風，重振文學教化功能以補偏救弊的苦

心，在當時卻沒有獲得有力的回應與賞識的失望，以及由之而生的這種強烈的失

落感。或許是基於對于濆等人這種「不合時宜」堅持的了解與同情，因此辛文房

才會稱讚他們能「置聲祿於度外」。所以從于濆等人敢於以自己一生的得失，來

與整個社會風氣和科舉制度對抗，並且堅持不妥協地從創作中加以實踐的立場來

看，這一批「寒士」確實為即將結束的晚唐詩壇，貢獻了他們所能付出的一切，

雖然微薄，卻是十分珍貴的。 

  到了唐末時期，「寒士」與「貧女」結合的書寫方式仍然持續著，不過在情

感上和咸通時期似乎有了本質上的差異。李山甫與秦韜玉的〈貧女〉詩云： 

 

   平生不識繡衣裳，閒把荊釵亦自傷。鏡裏只應諳素貌，人間多自信紅妝。

當年未嫁還憂老，終日求媒即道狂。兩意定知無說處，暗垂珠淚濕蠶筐。

李山甫〈貧女〉（卷 643） 

   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亦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

敢將十指誇纖巧，不把雙眉鬥畫長。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秦韜玉〈貧女〉（卷 670） 

 

這兩首〈貧女〉詩都是用七律讀工整形式來書寫，內容上則傾向以「閨怨」的方

式來寄託作者「不遇」的哀嘆。和咸通時期的類作品比較之後，很明顯的，咸通

時期的文字比較質樸，且傾向以議論的方式來呈現；而這兩首作品則更加穠麗，

接近大中時期的李商隱和李群玉的風格。 

秦韜玉在他的詩中，藉由一位貧女的辛酸遭遇，來表達他「懷才不遇」的悲

苦，以及「為人作嫁」的無奈與感傷。至於李山甫詩中的貧女，也和秦韜玉筆下

的貧女一樣，為自己蹉跎年華而自傷自憐。其中的第三聯採用對比的手法，深刻

地道出了貧女所面對的兩難情況：一方面對自己年華老大，卻未能找到適當的對

象而感到憂心；另方面在考慮表露自己這種心事，希望能早日匹配良緣時，卻又

恐怕遭到別人冷言冷語的譏諷。這種兩難的情勢，反映詩人在追求功名途上的處

境，不也是十分貼切嗎？ 
這兩位詩人，秦韜玉名列「芳林十哲」之一，諂事當時的權宦田令孜，被人

譏為「巧宦」；李山甫因數舉不第，怨怒朝中大臣，據胡震亨的考證說：「樂帥子

高雞泊殺王鐸一事，李山甫導之也。史言山甫數舉進士被黜，怨朝中大臣，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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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舉。」25這些應該都是事實。然而孰令為之呢？在《全唐詩》卷 707殷文圭集
下有小註曰：「唐末，詞場請託公行」這應該也是事實。為什麼會有「請託公行」

的情況出現呢？這一方面固然出於前所引胡震亨所說，唐代科舉時禮部本有「得

采名望收錄」的慣例，有了這樣的「慣例」，固然在一定的程度上，可以平衡只

憑考試決定錄取與否的不足之處；不過它的缺點卻也十分的明顯，即極易給一些

人，尤其是一些掌握權勢的豪家貴族上下其手的機會。所以這種制度的優缺點，

基本上非常倚賴政治的清明與否。到了晚唐這一個階段，中央政府已經無法有效

地掌握整個行政官僚系統的運作，遑論對科舉這樣的一個選才制度，去維持競爭

時的公平與正義。於是一些掌握勢力的人，任意地藉著科舉選拔的過程，曲從私

恩，並由之樹立私黨。那麼我們可以想像，處在這種「請託公行」的不公的情況

下，一位有意仕進的讀書人能有多少選擇呢？當然我們也可以說，晚唐眾多的文

人中，並非無以氣節自許者，何必獨厚秦、李二人呢？這一個爭辯也是符合實際

的。然而筆者的目的並不在為秦、李二人辯護，只是企圖從這兩人的現實遭遇中，

試著去對晚唐詩人多一些同情的理解而已。 
因此，從秦韜玉與李山甫二人，在當時仕途上可能面臨的困境，以及他們投

射在〈貧女〉詩中對自己遭遇的無奈與悲哀來看，我們或許可以約略地了解，他

們會放棄一位文人的堅持的可能原因。這種原因既有其個人性格上的不足，卻同

時也可能有時代因素的催迫。 
  另外和李山甫、秦韜玉筆下〈貧女〉的哀嘆不同，在羅隱和鄭谷筆下則多了

一些長期失意後的自我解嘲。如羅隱的〈偶題〉（一作〈嘲鍾陵妓雲英〉）云： 

 

   鍾陵醉別十年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具是不如人。

（卷 662） 

 

在詩裏，羅隱對自己長久沉淪不得意的感慨，在與鍾陵妓雲英久別重逢時，藉著

嘲人的同時，也把自己心中那一份積累多時的苦澀之感，渲洩了出來。史稱羅隱

詩「以諷刺為主」，從這一首詩中可以看出大概。鄭谷則有〈貧女吟〉與〈閒題〉

兩首。詩云： 

 

   塵壓鴛鴦廢錦機，滿頭空插麗春枝。東鄰舞妓多金翠，笑翦燈花學畫眉。

〈貧女吟〉（卷 675） 

   舉世何人肯自知，須逢精鑑定妍媸。若教嫫姆臨妝鏡，也道不勞紅粉施。

〈閒題〉（卷 675） 

 

在〈貧女吟〉中，鄭谷採對比的手法，藉呈現貧女與舞妓窘迫與奢華的不同遭遇，

流露出對貧女的同情與憐惜。雖然文意上比較不易看出是作者自己情感的投射，

                                                 
25 《唐音癸籤》卷二十六 頁 230 明．胡震亨著 北京中華書局出版 1959年11月新 1版 1959
年 11月上海第 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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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算只是一種對現實的感觸，也可以讀出作者心中的慨歎。第二首譏刺的意

味就十分明白了。全首的主旨在前兩句就相當的顯豁，意思是說，由於許多人根

本缺乏自知之明，所以如果沒有真正懂得鑑賞的人物，那麼濫竽充數的現象必然

到處都是；後兩句則只是一種比喻而已，調侃的意味相當的濃厚。 

  從羅隱與鄭谷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發現，藉女性的遭遇來書寫寒士處境的方

式，似乎有了些微的改變。這種改變主要應該是作者注如於託寓女性中的情感有

些不同。在兩人之前，投射在「貧女」上的情感，不管是較強烈的悲痛，或是較

低沉的哀傷，都和作者那種失落感緊密地聯繫在一起。也就是說，作者的情緒一

直沉陷在這種因失落而產生的悲痛與哀傷之中。但是在羅隱與鄭谷的作品裏，雖

然也有同樣的失落感，卻因對自己因失落感而產生的情緒有一定程度的覺察，故

似較能擺脫這種情緒的完全掌控，相對冷靜地觀照自身的處境，因而作品中多了

一些理性的悟解，藉著自嘲嘲人的方式，稀釋沉澱於心中那些負面的情緒。簡單

來說，作者似乎已經開始在給自己的失意之悲尋求出路，不再完全陷溺於其中。 

  這種轉變看似細微，但筆者認為卻是相當值得重視的。因為它似乎隱約地透

露出一個訊息，就是詩人們好像已經了解時代環境發展至此，已經完全無可挽

回。經由這種因絕望所帶來的領悟，使得他們心中那種根深蒂固的價值觀產生動

搖，進一步發生改變。這在唐末另一位重要詩人——司空圖的身上，可以非常明

顯地觀察到。如在他的〈效陳拾遺子昂〉詩裏，他寫說： 

 

   醜女競簪花，花多映愈醜。鄰女恃其姿，掇之不盈手。量己茍自私，招損

乃誰咎？寵祿既非安，於吾竟何有？（卷 632）    

 

這首詩以五古的形式表現，內容以議論為主，乍看之下，與咸通時期于濆人的書

寫方式相似。不同的地方在於，于濆等人筆下的女性，雖有其堅持，然而其生命

價值仍然是依附於整個社會制度的接受與賞識；而司空圖則藉著對「醜女」競作

妝扮，與「鄰女」自恃美色的批判，指出這一切行為，不過是一種出於自私動機

的自我炫耀而已。既然如此自我炫耀，故意引人注目，則因此而遭人嫉害，又能

夠怪罪給誰呢？在這個借喻中，司空圖譏諷了那些在亂世裏，仍然競相趨附末俗

以取「寵祿」者的愚昧；到最後兩句，才將他認為在亂世裏當潔己遠引，超拔於

世俗末流「寵祿」之外，保全自己高尚人格的處世之道給表達出來。這種對個人

高尚品格的注重，在孟郊的〈靜女〉詩中也曾出現過，不過兩者實質上是有很大

的差異性的。因為孟郊的「靜女」雖然強調品格，卻是與他的「貧女」意象結合

在一起，而他的「貧女」意象又是他那種「寒士」心情的投射，所以在強調品格

的同時，仍然是藉此突顯自己的價值，期望獲得他人的賞識與援引。可是在司空

圖這首詩中，他所強調的高尚品格，則完全脫離「寵祿」的世俗價值，於是遇與

不遇對他的影響，也就不再具有那麼強大的支配力量。這種世俗價值的支配力量

一旦降低，相對的，個人的自我意識就會被提昇起來，並開始去追求自己心中認

定的真正價值。就如司空圖在〈力疾山下吳村看杏花十九首〉的第六首所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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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世榮枯總不知，且憂花陣被風欺。儂家自有麒麟閣，第一功名只賞詩。

（卷 634） 

 

在這首詩中，司空圖把自初唐以來，文人所熱切追求的一切世俗功名，完全否定

掉。本來留像麒麟閣的不朽，是唐代文人所能追求世俗價值的巔峰；然而從不同

角度去思考，這也是統治者為了牢籠人才，利用他們為自己政權的長治久安付出

一生心力，所設計出來的極為精緻的統治手段。或許在唐王室的榮耀，已經幾乎

被遍地烽火燒成廢墟，即將成為歷史灰燼的時刻，司空圖被迫嘗試去思考這個冰

冷的現實。於是，近三百年來，作為結合唐代文人和皇室政權之間，那條最有力、

最堅固的名韁利索終於鬆開了。詩人不再完全依附於由皇權主導下，象徵世俗功

名巔峰的麒麟閣，而是在文學的創作中，尋求建立自己不朽的名聲。這樣的想法，

在司空圖的詩中不只一次地出現，如〈爭名〉中云：「爭名豈在更搜奇，不朽纔

消一句詩。」又〈山中〉云：「世間萬事非吾事，只愧秋來未有詩。」又〈閒夜

二首〉其二云：「此身閒得易為家，業是吟詩與賞花。」在這些作品裏可以看出，

「詩」儼然成為司空圖追求自我實現的終極方法，並且也清楚地顯示著那種深固

的「立德」、「立功」的價值觀，已經在某種程度上產生鬆動的跡象。 

  不過，筆者仍要強調的是，司空圖這種價值觀轉變跡象產生的原因，主要仍

是出於對時代的徹底絕望所激發的。在《新唐書‧卓行傳》記載司空圖時說：「其

言詭激不常，以免當時災禍云。」（卷 194）從史官的這兩句話裏，我們或許就

可以明白司空圖是在萬般無奈的情況之下，被迫面對唐末混亂而無望的政局所作

出的調整，並非主動地對統治者的權力本質題出質疑。這或許也就是為什麼在看

似達觀的表面下，他的詩作卻往往包蘊著一種無法掩藏的哀傷。如： 

 

   故國春歸未有涯，小楓高檻別人家。五更惆悵回孤枕，猶自殘登照落花。

〈華上二首〉其一（卷 633） 

   風荷似醉和花舞，沙鳥無情伴客閒。總是此間皆有恨，更堪微雨半遮山。

〈王官二首〉其一（卷 633） 

 

在這一類作品中，作者那種惆悵、哀傷的情緒是相當明顯的。尤其是第二首，前

兩句描述作者所隱居中條山王官谷的景色何等的美好，然而第三句一轉，整幅美

好的景色卻只觸發了作者心中潛藏的無限悲涼。從這種作品我們就可以證明，事

實上在司空圖的心中，是壓抑著沉重的苦痛，而他在當時嚴酷的環境下，既不能

明白地說出，也知道自己實在無力改變現狀，於是只好選擇退隱的方式，在混亂

污濁的時代裏，保全一身的清白。 

  於是，將綺豔題材與人生感慨結合的書寫方式，到了唐末司空圖的時代，由

於對政局的徹底絕望，詩人在悲痛之餘，無奈地選擇自名利場中退出，說出「寵

祿既非安，於吾何所有？」時，個人仕途遇與不遇的感慨，已經不是唯一令人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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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的問題。既然如此，則將「貧女」與「寒士」聯繫在一起的關鍵——對以男性

為主體的統治政權的依附性，也隨之鬆動。就某種方面來說，文學創作的獨立價

值因而重新被認識與提出；然而，促使詩人去反省和認識這種價值的最大刺激因

素，竟是一個輝煌王朝的衰敗，這種文學與政治社會互動的現象是十分令人深思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