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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結論 
 
  在本篇論文的〈緒論〉部份，筆者曾對這一篇論文的寫作動機作了簡單的說

明。概括地說，本篇論文即從晚唐詩人書寫以「女性及男女情愛」這個主題內容

的所謂「綺豔詩」，來觀察經過唐代近三百年的詩歌發展進程，如何由初唐批判

南朝宮體文風中對此一主題之書寫，最後卻又會回歸到晚唐時期，呈現出當時詩

壇以此一主題之書寫為主要的創作內容，這樣一個有趣的文學發展現象。經過前

面幾個章節的討論後，筆者獲得以下幾點結論： 
1、「女性及男女情愛」主題一書寫，會由初唐時期被排擠到邊緣，到晚唐時

卻又回歸成詩人創作的主流傾向，是有特殊的社會風習作為孕育其成長的文學環

境。這種特殊的社會風習，誠如霍然先生所描述的，他說： 

 

 唐代風教廢弛，文人士大夫並不諱言情欲，且不說盛唐的放蕩不羈，諸如

「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於此，兼每年新進士，以

紅箋名紙遊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為『風流淵藪』。」「長安進士鄭愚、劉參、

郭保衡、王沖、張道隱等十數輩，不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妖妓

三五人，乘小犢車，指名園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謂之

『顛飲』。」（《開元天寶遺事》）等等；即使是中唐文人與其情人的交往（如

元稹與薛濤），也盡可明言直說，而不必嬌羞靦腆扭扭捏捏；宋代朱熹已

後才在思想界建立統治地位的那套戒律森嚴的封建禮法，對唐人來說，不

啻夢魘，是不存在的。
1 

 

正如霍然先生之語，唐代社會之中，男女之間的禮教之防，始終都不是十分的森

嚴，因此在文人的生活裏，和女性的互動一直是相當公開，反映在詩中書寫「女

性及男女情愛」這一類的內容，自然也就不是一件必須避諱的事。 

  雖然唐代社會禮教之防不嚴，男女互動相對地寬鬆和自由，這是一個明顯的

事實。然而從《全唐詩》所呈顯的詩作來觀察，關於以「女性及男女情愛」內容

為主的綺豔詩的寫作，畢竟大約是在中唐時期開始，如在元稹、白居易的許多作

品中，才成為詩人經常書寫的一個主題。這也就是說，在初、盛唐時期，此一主

題之書寫，並未成為詩人創作的主要內容。這又是為什麼呢？關於這一點，筆者

以為和當時詩人的心態有十分重要的關係。初唐時期詩人的心態，從駱賓王在《從

軍中行路難二首》之二中所說「但使封侯龍頟貴，詎隨中婦鳳樓寒」詩中，表現

得十分具體。在這兩句詩中，我們可以了解，處於唐帝國的國勢正如旭日東昇的

時期，由於帝王的勵精圖治，加上科舉制度的施行，文人普遍地形成一種強烈的

從政熱情，以及高度的自信，他們懷抱著經綸大志，去漫遊、去干謁，走向朝廷，

                                                 
1 《唐代美學思潮》頁 317 霍然著 高雄麗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993 年 10月初版
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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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塞外，追求實現自己建功立業、澤被百姓的理想；相對之下，象徵男女情愛

的暖玉溫香的閨房，對於此時的文人而言，無疑是太狹隘了一些。 

  又如廖美雲在《唐伎研究》書中，在說明初、盛唐的詠妓詩，何以「未曾把

筆觸更深一層直入情感中心」的原因時也說： 

 

   ⋯⋯李唐自創建到國威強盛，士人都懷抱著經綸大志。因此，致君堯舜，

建功立業是當時文士的主要追求⋯⋯至於冶遊狎妓只是他們閑暇悠游時

的眾多娛樂之一而已，因此妓女和文士的交往主要侷限於社交酬酢的官

場。2 

 

在這一段文字的論述中，我們一方面可以印證當時文士的主要追求，乃在建功立

業；另一方面也具體說明，在他們的詩作中，涉及「女性及男女情愛」主題相對

稀少，就因為在當時和女性的互動，如「詠妓」這一類的主題，只作為一種生活

中閑暇悠游的娛樂方式呈現；至於更深刻的情感生活，如夫妻之間的情感，也因

為詩人對自己理想的追求，而被暫時排擠到邊緣的價值，如駱賓王的詩中所呈現

的那樣，並且這一點，也可以從整個初唐時期詩人的集中，關於夫妻之情的寫作，

只有崔融的〈塞上寄內〉一首，可以窺出其中的端倪。 

  因此，初、盛唐詩人作品中，書寫「女性及男女情感」主題，相對於中唐已

後稀少，並不足說明在他們的生活中，缺乏與女性互動的經驗。如駱賓王寫了一

首〈豔情代郭氏答盧照鄰〉的七言長篇，替這名郭氏婦女嚴厲地譴責了盧照鄰的

負心，可見盧照鄰和這名郭氏婦人之間，必定有情愛的糾葛；可是在現存盧照鄰

的詩中，卻沒有一首言及這一段情感經驗，亦可以作一個旁證。所以我們可以確

切地說，在初、盛唐時期詩人的生活裏，其實並不缺乏與女性互動的經驗，只是

當時文人在追求理想建功立業，與關注「女性及男女情愛」兩者之間，明顯地選

擇前者，反映在詩中的內容，當然也就有所輕重。 

  所以，筆者認為霍然先生對唐代社會風習的描述，雖然無法從初、盛唐詩人

的作品中得到相對應主題內容的書寫來加以證明，但是這並不能反證初、盛時期

的社會風習，就不是如霍然先生所描述的那樣。相反的，我們可從一些有限的資

料中，去認定初、盛唐詩人的生活中，仍然有許多與女性互動的事實，只是他們

未曾給予充分的注意，並將這些私人的情感經驗寫入詩中而已。因此霍然先生對

於唐代社會風習的描述，仍然是可以成立的。並且正因為唐代社會，對於男女之

防相對的寬鬆與自由，是持續且普遍地存在近三百年的唐詩發展過程之中，因此

成為孕育此一主題書寫絕佳的文學土壤。那麼，只要相關的條件成熟，它成長為

一株豔麗奪目的花朵，就應是一個文學發展的必然結果了。 

  2、政局劇烈變動影響下，導致文人思想情感的轉移，是促使「女性及男女

情愛」主題書寫，成長起來的重要刺激因素。 

                                                 
2 《唐伎研究》頁 394 廖美雲著 台灣學生書局發行 西元 1995 年 9月初版 西元 1998 年 3
月初版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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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一段論述中，筆者說明初、盛唐詩人作品裏，關於「女性及男女情愛」

主題相對稀少之因，主要是因此他們處在政治清明，社會局勢安定的大環境中，

紛紛離開閨房，捨下男女情愛的眷戀，走向朝廷，走向塞外，尋求自己建功立業

理想實現的機會。與女性的互動，不管是夫妻之間，或婚姻關係以外的男女情愛，

甚至與妓女之間那種似有若無的情愫，都是生活中相對邊緣的部分。 

  然而，隨著安史之亂的發生，對家人安危的牽掛，尤其是夫妻之間感情的珍

惜，才在人命危淺的現實之下，逐漸由邊緣轉移到詩人關懷的中心位置。這種情

況，呈現於李白晚年所寫下在早期未曾出現過的深情「寄內」主題詩中；也出現

在杜甫集裏，許多與妻子聚散離合的憂念與喜悅的作品裏。 

  這個因時代轉變所帶來寫作主題的變化，對於中唐以及之後詩人的影響是十

分深遠的。杜甫於安史之亂後，在〈贈衛八處士〉詩結束時說：「明日隔山岳，

世事兩茫茫。」雖然出於對友朋之情的眷戀，然而處在戰亂紛迭的時代裏，這何

嘗不是時人共有的一種對於未來充滿憂慮的強烈不確定感。這種深沉的不確定

感，和李白在〈南陵別兒童入京〉詩中說：「仰天大笑出門去，吾輩豈是蓬蒿人！」

那種高昂的、激奮的心情相對比，時代精神轉變的訊息十分具體。 

  在這種對未來有著無法排除的憂慮、不確定感的籠罩之下，詩人的目光慢慢

地由早期投向高遠的理想，逐步地轉移、收斂到現實的生活之中。這種精神變化，

或許我們可以說，相對於初、盛唐詩人對實現遠大抱負的強烈渴望，中唐時期開

始，詩人們似乎更加關注日常生活中的種種變化，以及由之興起的悲喜之情。於

是，在初、盛唐詩人詩作中，那種不受重視的「女性及男女情愛」內容，因著中

唐以後詩人對現實生活的更加重視，有力地吸引著詩人的注意力。這種情況，具

體地表現在他們許多反映及同情婦女悲苦命運的詩作，以及如夫妻鶼鰈情深的抒

發，甜美男女情愛的回憶種種內容的書寫等等。並且，這種主題內容的發展，隨

著晚唐政治局勢的益加不堪，逐漸成為詩人創作的主流。 

  因此，促使「女性及男女情愛」這種綺豔題材的書寫，由初、盛唐時期只作

為一種生活形式來呈現，在詩中只是詩人創作邊緣的情況，所以在晚唐時期會回

歸到詩壇創作的主流地位，政治局勢的劇烈變動，導致中唐以後詩人關注焦點，

趨向收斂於日常生活，是一個重要的刺激因素。 

  並且，或許更重要的是，大約從這個時期開始，詩人在作品中書寫個人與女

性互動的私人情感經驗，成為一個相當頻繁出現的主題。根據筆者檢索《全唐詩》

中，中唐時期的詩人，尤其是在元稹和白居易的詩集裏，對書寫「女性及男女情

愛」這種主題內容綺豔詩的開拓，給予晚唐詩人有著非常明顯的影響。因為在元、

白的詩集裏，書寫個人與女性互動的經驗內容，如夫妻之情；婚姻關係以外的男

女情愛；冶遊狎妓的風流自適；政治失意後，藉聲色以舒緩痛苦的苦悶與消沉等

等，都已經出現在他們的作品之中。同時他們也將對女性的關注，拓展到現實中

苦難女性命運的憐憫與同情，藉此用「以小喻大」的表現方式，反映戰亂的動蕩

不安與政治舉措的不當。甚至，如在白居易的〈琵琶行〉，劉禹錫的〈泰娘歌〉

裏，除了呈現女性那種先榮後悴的坎坷遭遇外，同時也藉以抒發自己在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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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無奈境遇，寄托自己對人生起伏的感慨。 

  元、白這些綺豔主題的書寫，在當時引起了社會廣泛的注意，獲得巨大的迴

響與成功。雖然白居易晚年在將自己的詩作分成「諷諭」、「閒適」、「感傷」及「雜

律」四類時，認為除一、二類之外，其餘的作品並不是他所在意的。可是他自己

也坦承「人所愛者，悉不過雜律詩與〈長恨歌〉以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

（《與元九書》）言下之意，對於當時社會選擇地重視他所不重視的作品，頗有無

奈之感。然而這一點也正好可以證明，當時的社會風氣，並不因政治上的劇烈變

動而有所收斂；相反的，正因為禮教之防寬鬆的這種社會風習，已經根深蒂固地

深入唐人的生活之中，於是影響到時人對文學的接受角度，遠非一、二個詩人所

能加以扭轉的。 

  這種社會風習與文學接受角度相結合所形成的大環境，正是晚唐初期幾位書

寫綺豔詩的重要代表詩人如杜牧、李商隱、溫庭筠、趙嘏、李群玉等人成長的時

空背景。因此除了政治局勢的劇烈變動，導致詩人的關注，由向外對事功的追求，

逐漸反向收斂、聚焦於瑣碎的日常生活，這種時代精神的轉變之外；中唐的元稹

和白居易在詩中書寫自己私人的情感經驗，對於晚唐詩人的啟導作用，也是一個

非常值得注意的影響。 

  3、晚唐詩人在書寫「女性及男女情愛」這種主題的綺豔詩時，雖然總體的

創作傾向是承繼中唐而來；不過，他們更進一步將此一主題之下的個種寫作向度

予以挖深拓廣，展現此一主題書寫的一個空前的繁榮階段。以下分成幾個項目來

加以說明。 

  （1）關於「女性及男女情愛」主題的書寫中，像是夫妻之情，婚姻關係之

外的男女情愛等的寫作，在元稹、白居易的作品之中，大抵上是扣緊了具體的人

事，有著非常濃厚的自傳意味於其中。如元稹詩中的「悼亡」主題，以及「雙文」、

「薛濤」；白居易詩中寫給自己妻子，和他寵愛的歌妓「樊素」，以及「琵琶女」

等都是。這種情形當然也在晚唐詩人的作品裏持續著，如杜牧詩中的「杜秋娘」、

「張好好」，羅虯詩中的「杜紅兒」，韋莊詩中的「灼灼」，韓偓詩裏的「錦兒」。

這些作品或是直抒詩人私人的情感經驗，或是寄托深沉的人生感慨，性質雖然有

不同，但是就其扣緊具體人事寫作的表現方式，則是完全一致的。 

  可是在晚唐則另有一種迷離恍怳的作品，雖然主題近若男女情愛的書寫，卻

又無法指實詩中具體人事的詩作，即是李商隱的「無題詩」。這一類作品，龔鵬

程先生在與李商隱的其他作品比較之後，認為「唯有無題一項，自闢戶牖，確可

作為他詩歌的代表。」並且指出這一類作品的出現，「顯示了一個新的寫作傳統

業已開展」3，因此龔先生以為這一類的「無題詩」，是最足以代表李商隱詩歌風

格的作品。 

  這一類「無題詩」最大的特色，就在於無法確定詩中書寫內容的本事，導致

後代研究者在理解及探索詩中本事時，產生見仁見智的極大岐見。然而也正因為

                                                 
3 《文學批評的視野》頁 162 龔鵬程著 台北大安出版社出版發行 1990 年元月初版一刷 

1998 年 4月初版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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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或許在閱讀這一類的作品時，我們可以不受到詩中具體人事的牽引與限

制，而直接去體會李商隱對於「情愛」那種細膩的感受。誠如吳調公所說： 

 

   他（指李商隱）的愛情詩，和中、晚唐的一般愛情詩的顯著不同之處，正

是不執著於人物狀貌和事件經過的浮面描繪，而著重刻劃愛情的細膩感

受，渲染詩人愛情生活中悲歡離合的、饒有深意和發人深思的境界。有些

作品，與其說是愛情的直接描繪，還不如說透過愛情的題材，寫出了詩人

對青春和幸福的沉思與探索。4 

 

在這一段論述之中，吳調公先生確切地指出李商隱這一類作品，不同於中、晚唐

其他同性質作品之處，就在於「不執著於人物狀貌和事件經過的浮面描繪」，即

是不囿於具體一人一事的書寫方式，專注地抒發詩人對於「情愛」的細膩感受，

以及由之而興發的那種「饒有深意和發人深思的境界。」 

  所以，就「男女情愛」內容書寫的發展來觀察，李商隱這一類的「無題詩」，

正是從囿於具體人事的書寫方式中，拓而深之，推而廣之，以其敏銳多感的稟性，

在不斷接踵而來的情感糾葛之中，「體味、審視、表現自己的情感世界，成為他

詩歌創作中非常引人注目的特徵。」5因此我們可以說，在李商隱這一類擺脫具

體人事的渣滓，專注於個人心靈世界中，那種曲折低迴情感歷程的描述，應是「男

女情愛」主題，在晚唐時期最具代表性，也是此類主題書寫發展至極致的典範。 

  （2）晚唐雖以淒美穠麗的男女情愛主題書寫最具特色，然而另有一種承繼

中唐以來，關注婦女在昏亂現實中悲慘遭遇的寫實之作。這一類作品，尤其是在

晚唐咸通時期，以于濆、曹鄴、劉駕、邵謁等人的五言古詩中，充分地反映出來。

這一批詩人，可能上承中唐孟郊，自覺地以五言古詩書寫，有別於當時文壇以注

重律體的主流傾向。如《唐才子傳》卷八「于濆」條云：「患當時作詩者拘束聲

律而入輕浮，故作古風三十篇以矯弊俗，自號《逸詩》。」即可證明，這一批詩

人以五言古詩從事寫作，主要是出於對當時「拘束聲律」的風氣的不滿，進而有

意地以「古風」相標榜。 

  並且更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書寫時，不再將目光聚焦於私人的情感領域，

而是將之投注在現實中的女性。描述她們在戰亂、苛賦及男女極端不平等社會

裏，遭受到的不公平及苦難的命運，並以樸實無華的文字，夾敘夾議地針對種種

不合理的失序現象，嚴正地予以暴露和譴責。 

  這一股風氣持續至唐末，在聶夷中、皮日休、杜荀鶴、韋莊的作品中，不間

斷地受到詩人的重視，唱出一首首末世哀歌。詩人毫不迴避慘痛的現實，以沉痛

的心情，深刻地書寫出亂離時代百姓的生活，藉由最無助的婦女加以集中地突顯

出來。 

                                                 
4 〈論李商隱的愛情詩〉頁 382 吳調公著 收於《李商隱詩研究論文集》 國立中山大學中文

學會主編 台北天工書局發行 中華民國 73 年 9月初版 
5 《唐詩風貌及其文化底蘊》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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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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筆下的婦女形象，既沒有盛唐時期李白筆下那種絕代佳人的風華與矜

持，也不像李商隱、杜牧詩裏那般楚楚可憐與旖旎情態。這一群婦女，或因戰爭

而備嘗與親人生離死別的痛苦；或因苛賦的壓搾，掙扎於饑寒交迫的生死邊緣，

因而顯得蓬頭垢面；或因丈夫喜新厭舊的遺棄，在哀訴無門的情形下，獨自承擔

著無處可依的窘迫。這樣的作品，與盛唐水邊、蓮塘那些洋溢著青春歡愉的女性

形象相比較，當然顯得「醜陋」許多；然而，這卻是苦難時代裏，大多數婦女所

共同面對的現實。因此，這些作品中，女性的形象雖然顯得「醜陋」，卻是真實

時代的反映。應該是基於這樣的緣故，所以劉大杰先生從詩歌反映現實的角度，

肯定這種作品，並且認為： 

 

   唐代末年的許多詩人們，仍然是繼承杜甫、白居易的現實主義精神和新樂

府的傳統。在民眾苦難的呼聲中，幾百年的唐詩，完成了繼往開來的光榮

使命！6 

 

因此，在全面看待晚唐書寫「女性及男女情愛」主題時，或許我們也該注意到，

在那些穠麗淒美的作品之外，晚唐咸通時期及以後，尚有一批自覺地以質樸的五

言古詩，書寫女性在苦難環境下的遭遇。在他們的這一類作品裏，表露出詩人那

種關懷社會的悲天憫人的胸襟，有力地將此一主題的書寫，從相對狹隘的私人領

域之中解放出來，這是晚唐詩壇十分值得注意的組成部分。 

  （3）晚唐詩人在反省導致安史之亂的「馬嵬」主題寫作中，通過對歷史上

沉溺女色亡國的思考裏，逐步走出「女色亡國」的傳統歸因方式，進而發現婦女

在歷史發展進程中的正面貢獻，並予以高度的肯定。 

  晚唐關於「女色亡國」主題書寫的發展進程，大抵是由杜牧的「霓裳一曲千

峰上，五破中原使下來」（〈過華清宮絕句三首〉之二）的直斥；以及李商隱的「未

免被他褒女笑，只教天子暫蒙塵」（〈華清宮〉）詩中的冷嘲熱諷，表現出他們心

中對造成唐帝國國勢由盛轉衰的關鍵事件——安史之亂發生原因的解讀角度。從

其中，我們可以體會到，在晚唐初期，詩人心中「女色亡國」的思想是相當濃厚

的。 

  然而隨著政治局勢的更加昏亂，又加上宣宗崩殂以後，接下來的懿宗、僖宗

的耽於逸樂，不思振衰起弊，引發更廣泛的民怨，終於導致黃巢之亂的爆發。於

是，身歷其境的詩人們，由於對王朝的徹底失望，相對應的重新思考「女色亡國」

的歸因方式。如韋莊在身經黃巢攻入長安的巨變時，就意有所指地寫下「今日不

關妃妾事，始知辜負馬嵬人」（〈立春日作〉）；又如狄歸昌也寫下「泉下阿蠻應有

知，這回休更怨楊妃」（〈題馬嵬驛〉）。從詩意裏我們可以看到，唐末的詩人對於

政治局勢盛衰轉變的思考，已經能擺脫「女色亡國」的歸因模式，將責任直指統

治者，表達他們對唐末政治社會極端昏暗、混亂現實的強烈不滿。 

  並且在擺脫「女色亡國」的思考模式的同時，唐末詩人更進一步從中體認到

                                                 
6 《中國文學發展史》頁 536 劉大杰著 台北華正書局發行 中華民國 79 年 7月版 



 187

女性在歷史進程中的力量，其實是十分巨大的。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假使沉溺女色，荒淫怠政，是王朝傾覆的因素之一；相反的，如果能善加利用，

亦何嘗不是興復國家的一股力量呢？於是唐末詩人開始從完全不同的角度重新

解讀「西施亡吳」的歷史事件，如陸龜蒙在〈吳宮懷古〉詩中說：「吳王事事須

亡國，未必西施勝六宮。」這是為「女色亡國」作翻案的議論性質極濃厚的篇章；

而在崔道融的〈西施〉詩中則進一步說：「一笑不能傾吳國，五湖何處有功臣？」

則其中解讀的角度，已將西施作為歷史上亡吳的罪人，完全轉變成興復越國的重

要關鍵人物。這種對「女色亡國」思考的顛覆，一方面表示唐末的詩人，由於自

己親歷婚亂政治環境的強烈刺激，展現不同以往的解讀方式；另一方面，也顯現

他們在詩中，融合議論的明顯傾向。 

  基於這種對女性之於歷史發展重要影響的體認，唐末詩人再更進一步地從女

性的身上，發現值得頌揚的品行，並且予以高度地肯定。如汪遵在〈綠珠〉詩中

寫下：「從來幾許如君貌，不肯如君墜玉樓。」詩中對石崇寵妾綠珠能在主人危

亡之際，為主殉節而死，採取了正面稱讚的態度。這種表現方式，和之前杜牧在

〈金谷園〉詩中寫下「日暮東風怨啼鳥，落花猶似墮樓人」相比較，後者顯然惋

惜、感傷之情是更濃厚些。汪遵這一類肯定女性正面貢獻的作品，尚有如〈王昭

君〉中的「猛將謀臣徒自負，蛾眉一笑塞塵清。」以及〈杞梁墓〉中的「南鄰北

里皆孀婦，誰解堅心繼此來。」前者著重在諷刺和親政策下，朝中文武大臣的無

能與懦弱；後者則藉之批判風俗的澆薄。 

  除了汪遵之外，唐末周曇所詠的〈王后〉、〈樊姬〉與〈馬后〉，都是描述女

性將自己的智慧與賢德，充分發揮在自己國家的關鍵時期，對當時的政治挹注巨

大的穩定力量。又如〈魏博妻〉、〈周都妻〉、〈鮑宣妻〉、〈曹娥〉及〈呂母〉等，

雖然不像前三位對國家產生巨大的影響，可是也以其婦德、孝行的表現，足以成

為社會的表率，因而受到詩人的讚揚。 

  所以從「女色亡國」，到肯定女性對國家社會的貢獻，我們可以發現到，隨

著晚唐政治的日趨衰亡，詩人能在深刻的反省之中，擺脫傳統的看法，突顯女性

之於歷史的正面力量，既能釐清政治興衰的歷史責任，又能給予女性應有的公平

地位。 

  （4）「女性及男女情愛」這種綺豔題材，在與詩人自己坎坷遭遇結合之後，

一方面表現出末世的憂懼情懷；另一方面，則因社會秩序的全面崩潰，似乎將綺

豔詩的寫作，推到了赤裸裸表現「情欲」的書寫極端。 

  這種將個人坎坷遭遇和綺豔題材相結合的寫作方式，如在杜牧的〈杜秋娘〉

詩中，從一名命運掌握於外在人事變化的婦女身上，洞悉了作為時代洪流裏的一

名士人，面對人事上的盛衰、禍福的流轉變化，也不是個人的主觀意志所能加以

操控的事實，於是他歸納出「女子固不定，士林亦難期」這樣一個簡單卻嚴酷的

結論。在這種思考中，詩人的情感是無奈而哀傷的。 

  這種面對自己人生坎坷遭遇的情感基調，在李商隱的許多作品裏，一再重覆

地出現。如在〈嫦娥〉詩中，他設身處地的想像著嫦娥的心理，暗喻自己追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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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而自陷窘迫孤清之境的矛盾心理；又如在〈夢澤〉詩中，在諷刺那些刻意迎合

邀寵的人自陷困境而不自知的同時，卻又對他們處於無力抗拒的大環境下的這種

愚行，發出深切的同情與憐惜。 

  晚唐詩人面對這種無力抗拒大環境下的無奈的另一種表現，是以將「寒士」

與「貧女」相結合的方式來書寫。如雍陶的《感興》、薛逢的〈貧女吟〉，以及于

濆的〈擬古意〉、邵謁的〈寒女行〉，到唐末李山甫與秦韜玉的〈貧女〉，羅隱的

〈嘲鍾陵妓雲英〉等都是。在這些作品裏，詩人不斷地透過貧女因出身寒微之故，

導致乏媒問津，過期不嫁的哀傷，來抒發自己無人援引、求仕無門的困境。這一

類作品，如果和盛唐李白表現自己「懷才不遇」的詩作相比，晚唐詩人顯然缺乏

那種激昂的傲骨，更多的是對自己命運的自傷與自憐，充斥著一種衰颯的情調。

後代論家如胡震亨評論唐末詩時說「以衰調寫衰代，事情亦自真切。」（《唐音癸

籤》卷八）雖然是針對杜荀鶴之作而發，不過用來概括晚唐詩人上述的作品，似

乎也是相當恰當的。「衰調寫衰代」，是晚唐詩人面對大環境下的無奈；並且，正

因為如此，所以詩人將自己真切的感受表現出來時，自然就缺乏盛唐那種高華的

風調。因此筆者以為，葉燮的評論是更為公允的。他說： 

 

   論者謂晚唐之詩，其音衰颯。然衰颯之論，晚唐不辭；若衰颯為貶，晚唐

不受也。（《原詩》卷四‧外編下）7 

 

「衰颯」確實是晚唐作品中極為普遍的一種情調，可是，如果我們考慮到時代遷

移之下，詩人面對大環境劇變的強大衝擊，似乎應該抱持著更深切的同情來看待

「衰颯」的表現，並且從胡應麟所謂的「文章關氣運，非人力。」（《詩藪》內編‧

近體上 五言）的角度，來予以理解。而不應落入薛雪在《一瓢詩話》中所指出

「從來偏嗜最為小見」的論詩窠臼裏。 

  當然，晚唐詩人在在自憐身世的感傷之外，另有一種放縱酒色的作品。這一

類的作品，因為與詩人所處時代環境極不協調，因而引發後人的疵議。如楊慎譏

諷杜牧欲以法繩治元、白那種「淫詞褻語」，是一種「睫在眼前猶不見乎？」（《升

庵詩話》卷上）就是因為在杜牧的詩中，有許多書寫他自己流連酒席豔舞之中的

作品。 

晚唐詩人這種流連酒色的作品，發展到了《香奩集》時，可謂達到最高峰。

然而就算是這種「止乎衽席之間」、『思極閨幃之內』的香奩詩，也不是沒有論家

從同情的角度來加以解讀的。如方回在《瀛奎律髓》中所說的：「惟香奩之作，

詞工格卑，豈非世事已不可救，姑流連荒亡，以紓其憂乎？」在這一段評論裏， 

方回將時代的昏亂，與詩人流連酒色之中的不協調情形，作了可能的因果關係的

說明。只是這種說明，是否只是論家一廂情願的推論呢？其實也不是。如在杜牧

的〈寓題〉中所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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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中有多少痛苦與無奈呢？又如在韋莊的〈咸通〉詩裏寫

                                                 
7 《清詩話》（下）頁 754 丁仲祜編訂 台北藝文印書館印行 中華民國 66 年 5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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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絃管送年華」，描寫唐末人們那種面對大崩解時代來

臨，卻又無法阻止與迴避的心態，刻劃得何等深刻；韋莊又有〈對梨花贈皇甫秀

才〉詩中說：「且戀殘陽留綺席，莫推紅袖訴金卮。騰騰戰鼓正多事，須信明朝

難重持。」具體地表現詩人那極敏銳的心靈，在衰亡即將到來前的深切憂懼。甚

至在《香奩集》裏，也收有一首題為〈落花〉的詩，詩云：「曾愁香結破顏遲，

今見妖紅委地時。若是有情爭不哭，夜來風雨葬西施。」若非詩人心中有著深沉

的憂傷，否則只是單純地傷落花，何至於是？而這些正是風雨飄搖的晚唐時期，

在詩人的作品中，無法抑止地不斷表現出來的亂離之音。這些都可以證明，前引

方回的推論，是有其卓越的洞見的。 

  另一種值得注意的是，在《香奩集》裏尚有如〈馬上見〉、〈詠浴〉、〈晝寢〉、

〈偶見背面是夕兼夢〉等，這都是一些極其刻露地描寫赤裸裸情欲的作品，這大

概就是方回所謂的「詞工格卑」的詩。但是，正因為其毫不忌諱、毫不迴避地熱

烈追求情欲的坦率的表現方式，於是將「女性及男女情愛」主題的書寫，發展到

傳統要求含蓄蘊藉的另一個極端。從其中我們發現到，在本對男女之防相當寬鬆

與自由的唐代，由於社會秩序的解體，進而引發禮教的全面崩潰，於是原本被掩

飾、遮蓋在重重帷幕之下的男女情欲，其原始奔放的強大力量完全展露無遺。如

在〈別緒〉中說：「此生終獨宿，到死誓相尋」，這是一種多麼強烈而直接的感情

宣誓；在〈不見〉中說：「此身願作君家燕，秋社歸時也不歸」，這是何等不顧一

切的執著；又如〈意緒〉中說：「嬌嬈意緒不勝悲，願依郎肩永相著」，這又是一

種怎樣的深情眷戀；又像在〈病憶〉中說：「信知尤物必牽情，一顧難酬覺命輕」，

〈偶見面是夕兼夢〉中說：「眼波向我無端豔，心火因君特地燃」，這根本就是一

種無法自拔的迷戀與顛狂！ 

  在這種赤裸裸的情欲表白中，詩人似乎有意無意間，宣示著一種對情欲書寫

的肯定。而這種書寫方式，應是從中唐元、白許多冶游篇章裏逐步發展下來，並

在唐末這一個人命微淺的時代裏，如鐘擺般地擺盪到了極端。所以我們或許可以

這樣說，從對「情」的自覺與認識，到「欲」的正視與奔放，是晚唐這種特殊時

代環境之下，詩人對「女性及男女情愛」主題書寫的一個發展歷程。 

  總結以上所探討的幾個項目，筆者認為，晚唐會回歸到以「女性及男女情愛」

內容為書寫主題的「綺豔詩」，既有唐代那種特殊的社會風習作為孕育的土壤，

又有政治局勢的劇烈變遷之下，詩人價值判斷的轉移，作為重要的刺激因素，兩

者交互影響所形成。並且，如果我們更深入去分析此一主題下各種書寫向度的表

現，就會發現其內容多樣化的事實，即余恕誠先生所謂，以「男女情愛」為中心

向四方輻射的現象。這種現象，既反映了晚唐人正視「情」、肯定「情」的自覺，

同時也促使我們重新去思考，關於詩中書寫綺豔題材的尺度問題。 

  這種關於「豔詩」的書寫尺度，王夫之的說法應是相當具有代表性的。他在

《薑齋詩話》中說： 

 

   豔詩有述歡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廢。顧皆流覽而達其定



 190

情，非沉迷不返，以身為妖冶之媒也。8 

 

根據王夫之對所謂「豔詩」寫作的界定，他提出「婉孌自矜風軌」的尺度，來審 

視、衡量所有的「豔詩」寫作。在種標準之下，晚唐多數的作品，尤其是《香奩

集》之作，是完全可以被批判為「蠱人心」、「敗風俗」的作品的。 

  然而，如果我們從唐代社會本對男女之間的情欲並不忌諱的事實去思考，就

可以知道晚唐這種對「女性及男女情愛」主題的書寫，本有不同後代的尺度。更

何況時至今日，在文學創作裏，此一主題的書寫擁有獨立的價值，已經成為普遍

可以被接受的一種共識。那麼，我們在閱讀晚唐詩中綺豔題材的書寫時，或許可

以不必再執守以往那樣嚴格的尺度，也不必再強制將綺豔題材納入「香草美人」

這樣一個比興諷諭的詮釋系統中去理解，而能從晚唐詩人對這樣一個主題的書寫

裏，去探索他們對於「情欲」的認識，以及他們在其中所表現出來的歡樂與悲愁，

甚至是沉迷與顛狂。 

   

 

 

    

 

   

   

   
 

                                                 
8 《清詩話》（上）頁 32～33 丁仲祜編訂 台北藝文印書館印行 中華民國 66 年 5月再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