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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綺豔詩之研究 

 
緒論 
一、研究動機 
當代大陸學者羅宗強先生在所著〈唐代文學思想發展中的幾個理論問題〉 

文中說：「唐代文學思想的發展，從反綺豔開始，最後又復歸於綺豔。」1這一個

說法，從整個唐代詩風的遞嬗來觀察，是相當具有概括性的。 
  羅先生所謂的「反綺豔」之說，當是指從唐初許多編撰歷史的史家如魏徵、

李百藥、令狐德棻等人，到「四傑」、陳子昂等對南朝宮體文風的批判。問題是

所謂的「宮體」指的是什麼呢？關於這一點，林文月教授在其〈南朝宮體詩研究〉

一文中，有十分清楚可據的說明。她說： 
 
   關於宮體詩的範圍，研究文學史的人向以詩的內容為依據，而以描寫女性

本身和男女情愛者為限，但縱觀南朝各家之詩，除了上述者之外，其他如

記遊宴、詠節候、寫風景及詠物之詩也都以同樣輕豔柔膩的手法寫作，因

此本文以風格為準，將宮體詩的範圍稍予擴大，分為狹義與廣義兩種。換

言之，即以向來的說法——描寫女性本身及男女情愛者，為狹義的宮體

詩，而以一般之文學史家所謂的「豔情詩」名之；以豔情詩為主，而擴及

同樣風格的記遊宴、詠節候、寫風景及詠物詩為廣義的宮體詩。2 

 

在這段文字中，作者確切地指出，是以「輕豔柔膩」的寫作手法來界定所謂的「宮

體詩」；再根據書寫內容的不同，細分為廣狹兩義的宮體詩。其中以「豔情詩」

來指稱狹義的宮體詩，而這種豔情詩，即是指以「描寫女性及男女情愛者」為主

題內容的。 
  因此，如果從林文月教授對宮體詩的界定來看，她所描述的「輕豔柔膩」的

表現手法，是辨識宮體詩時相當重要的特徵標誌。所以，當我們在思考初唐時期

對於宮體詩的批判時，或許就不能只從主題內容上以「描寫女性本身及男女情愛

者」的狹義觀點來進行，雖然這是一般文學史家界定宮體詩時的主要標準所在。

筆者正是在林文月教授研究成果的啟示之下，傾向用「宮體文風」一詞的。 
  既然林文月教授對宮體詩的界定，首先是從「輕豔柔膩」寫作風格來加以考

量；再進一步根據書寫的主題內容分成「以豔情詩為主，而擴及同樣風格的記遊

宴、詠節候、寫風景及詠物詩」的廣義的宮體詩，和狹義的宮體詩——即以「描

寫女性本身及男女情愛者」的豔情詩。則羅宗強先生所謂唐初「反綺豔」的說法，

                                                 
1 〈唐代文學思想發展中的幾個理論問題〉頁 123 羅宗強著 收於《唐代文學研究年鑑》（1985）
中國唐代文學學會 陜西師範大學中文系主編 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南朝宮體詩研究〉頁 408～409 林文月著 收於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 15期 中華民
國 55 年 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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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不能只從狹義的宮體詩來看待，而應該從廣義宮體詩去思考，比較符合實際

的情況。 
  理清了初唐所謂「反綺豔」中「綺豔」一詞的具體內容之後，接下來我們該

去追問，唐初「反綺豔」的成果究竟如何。關於這一點，呂正惠先生在所著〈初

唐詩重探〉一文中，針對學者指稱唐初仍在梁、陳宮體影響之下的說法，提出了

他的質疑，他說： 
 
   初唐尚有宮體餘習，這是不容質疑的。但是初唐到底有多少詩人寫了宮體

詩，這些宮體詩到底在他們的作品中佔了多少份量，也就是說，宮體詩在

整個初唐詩中到底佔了多少比例，這種具體的問題似乎沒有人問過，當然

也沒有人回答過。3  

 
這是一個十分踏實的問題。不過，呂先生並未針對這一問題提出具體、詳細的說

明，只是以初唐的代表如「四傑」及沈佺期、宋之問的詩集為例，然後說： 
 
   粗略翻閱《全唐詩》裏的初唐部份，就會得到如下的結論：「初唐承襲梁、

陳餘風」，這樣的看法必須相當予以保留。4 

 
呂先生的觀察所得是符合實際的。然而因為他未就宮體詩作出界定，因此很難確

定他所謂的宮體詩，究指狹義的「豔情詩」或是廣義的宮體詩。 
  初唐時期詩人的作品中，宮體詩的影響到底如何呢？余恕誠先生在比較初唐

詩和齊梁詩，於徵引唐代魏徵《隋書經籍志總論》中評述齊梁宮體詩的文字時說： 
 
   論者多有把初唐宮廷詩和齊梁宮體詩混為一談，以為初唐詩繼承了齊梁的

淫褻，實在是未能細察初唐詩與齊梁詩之間的區別。⋯⋯「清辭巧制」、「雕

琢蔓辭」，初唐可謂因革少，但這終究是辭藻形制上的表現。「止乎衽席」、

「思極閨闈」，才是標誌著根本屬性的精神實質，初唐宮廷詩在這些方面

的表現如何呢？根據筆者的統計，在上述1523首詩中不過90首左右。⋯⋯
5 

 
從余先生所統計的數字來看，比例是相當少的。並且他又進一步指出，在這 90
首左右的詩中，可能帶有色情暗示意味的作品，約只有 9首。6根據如此具體的

研究成果，余先生得出結論說：「可見籠統謂初唐詩沿襲齊梁宮體之說並無充分

                                                 
3 〈初唐詩重探〉頁 36 呂正惠著 收於《抒情傳統與政治現實》一書中 台北大安出版社出

版發行 中華民國 78 年 9月初版  
4 同注 3 
5 《唐詩風貌及其文化底蘊》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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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同注 5頁 56 



 3

依據。」7此一結論，正好可以將上述呂正惠先生未詳論的部份加以補足。 
  根據余恕誠先生的研究，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羅宗強先生所謂的「反綺

豔」，在初唐是收到很大的成就的。不過我們仍然要注意，上述呂正惠和余恕誠

兩為學者也都同時承認，初唐在某種程度上，依舊是受到齊梁文風的影響的。這

一方面，余恕誠先生則明白地指出，齊梁文風之於初唐的影響，主要是在所謂「清

辭巧制」和「雕琢蔓辭」的語言形制上；至於所謂的「止乎衽席」、「思極閨闈」

這種精神實質的齊梁宮體詩，則在初唐時期幾乎已被揚棄殆盡了。至於被初唐所

揚棄的這一部份的作品，從林文月教授對宮體詩的界定來看，當即是指狹義的宮

體詩，即專以描寫女性本身及男女情愛為主題內容的豔情詩。 
  既然如此，那麼羅宗強先生所謂的「反綺豔」，就初唐的實質創作成果來看，

應該可以分成兩部份來思考。首先，就所謂的「清辭巧制」、「雕琢蔓辭」這種辭

藻形制的表現來看，初唐雖有不滿，卻仍然未能真正脫離齊梁文風的影響，如果

我們比較概括地說，林文月教授據以界定宮體詩的那種「輕豔柔膩」的寫作手法，

到了初唐仍然保有一定的影響；並且，就主題內容來看，很顯然的，初唐詩中仍

然保有許多詠節候、記遊宴、寫風景及詠物詩，這一點也同於所謂廣義的宮體詩。

可是那種狹義的宮體詩，即以描寫女性及男女情愛為主題內容的「豔情詩」，卻

鮮少再引起初唐詩人的創作興趣，而成為他們在創作時的主要題材內容。基於這

樣的了解，則可以確知，初唐詩中仍然保留一部份以「輕豔柔膩」的風格寫作的

詠節候、記遊宴、寫風景及詠物詩，這應該是一般文學史家所以視初唐為齊梁餘

響的原因之一；至於「豔情詩」，這種專以描寫女性本身及男女情愛為主題內容

的作品，在初唐時期則早以被邊緣化，並非如前期般地充斥著詩壇了。 
  了解初唐時期「反綺豔」的實際情況之後，我們才能進一步去思考，羅宗強

先生所謂晚唐「復歸於綺豔」的說法，究竟指的是什麼。 
  在上述梳理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中，筆者已經提過，「反綺豔」一說，當是

指反對宮體詩，而所謂的宮體詩，又以「輕豔柔膩」為其寫作的風格特徵，且有

其具體、特定的主題內容。既然如此，所謂的「復歸於綺豔」，也應該從兩方面

來加以觀察，才能比較具體地比對出其間的異同。晚唐詩壇的整體表現如何呢？

李曰剛先生說： 
 
   （晚唐）詩壇主流，全為唯美主義所支配，即由人生文學改而為藝術文學，

不重實質而尚工巧，外表無非綺羅香澤，內容不外月意雲情。8 

 

游國恩先生說： 
 
   杜牧、李商隱的詩歌在憂時憫亂、感嘆身世之中，已經流露了濃厚的感傷

氣氛，他們那些沉迷聲色的詩，更顯示了精神的末落與空虛。這種傾向到

                                                 
7 同注 6  
8 《中國詩歌流變史》頁 375 李曰剛著 台北文津出版社出版 中華民國 76 年 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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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表現得更嚴重。與這種內容相適應，晚唐詩的風格形式也日益向華豔

纖巧的形式主義發展。這是晚唐之中比較主要地位的流派。9 

 

從以上兩位學者對晚唐詩壇主流的概述中可以看到，他們一致認為晚唐詩壇在形

式特徵上，是以「綺羅香澤」和「華豔鮮巧」為主流的。因此，從這裏可以確定，

羅宗強先生關於晚唐「復歸於綺豔」的說法，從詩歌辭藻形制的特徵表現來看，

是完全可以成立的。 
  然而，我們也不能忽略游國恩先生所指出的，晚唐詩壇有一種書寫「沉迷聲

色」的作品，並且這種主題內容是構成晚唐詩壇的主流地位的。也就是說，以書

寫「聲色」為主的，那種描寫女性及男女情愛為主題內容的作品，在晚唐詩壇的

精神實質中，是一種主要的創作傾向。這一點，羅宗強先生在其書中強調地更直

接。他在描述晚唐的創作主題內容時說： 
 
   把閨閣生活、愛情主題以至歌樓舞榭的生活大量入詩，並形成一種主要創

作傾向，表現出特色來的，是這個時期。10 

 
同樣的，余恕誠先生也指出，晚唐詩壇的主流之一，是所謂的「綺豔詩歌」。並

且進一步從主題內容上，對所謂的「綺豔詩歌」所書寫的「綺豔題材」加以界定。

他說： 
 
   傳統的看法，認為晚唐豔體是正宗。這樣提好處是乾脆明確，缺點是人們

容易把豔體理解為純粹寫男女關係。⋯⋯現在採用「綺豔題材」、「綺豔作

品」一類提法，想使它所具的內涵能夠更廣闊一些。具體的講，它的範圍

主要包括：（1）愛情。包括夫妻之間的愛戀、悼亡，更大量的則是正式婚

姻關係之外的情愛，如與妓女、女道士及富貴人家姬妾之間的豔情。（2）

宮怨，閨怨。⋯⋯（3）帶有愛情和脂粉味的寫景、詠物。寫景、詠物一

般不屬綺豔題材，但晚唐綺豔題材泛化，不少寫景、詠物也帶有濃厚的愛

情氣息。⋯⋯（4）美人香草式的托寓之作。這類作品植根於晚唐綺豔詩

的土壤之中，同時繼承了《離騷》借美人香草寄托政治遭遇的傳統。11 

 

余先生將晚唐詩人所書寫的「綺豔題材」分成四類，並且又說：「晚唐的綺豔詩，

有以男女情愛為中心向各方面泛化的現象。」12由此可知，在余恕誠先生對晚唐

詩壇書寫主題內容的研究中，他是認為「男女情愛」的書寫擁有一種「中心」的

                                                 
9 《中國文學史》（上）頁 587 游國恩主編 台北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中華民國 87 年

10月初版三刷 
10 《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頁 351  羅強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6 年 8月第一版第一次
印刷 
11 同注 5頁 143～144 
12 同注 5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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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並有由此向各方面輻射的現象。 
  根據以上羅宗強及余恕誠兩位學者，對晚唐詩壇主題內容書寫的研究成果來

看，晚唐詩壇以描寫女性及男女情愛為主，應該是相當明確的。其中羅宗強先生

的說法十分清楚，不須多作說明。余先生的論述比較複雜一些，筆者嘗試加以條

列整理。 
1、 晚唐詩壇中有以「男女情愛為中心」的創作傾向。這方面，他和羅宗強

先生的觀察是完全一致的。 

2、余先生使用「綺豔題材」而不用「豔體」一詞。理由是因為「豔體」一

詞已有既定的理解方式，為了避免窄化了晚唐椅豔詩指涉的範圍，故以

「綺豔題材」來加以取代，並且用「綺豔詩」代替「豔體」。 
3、將「詠物」及「寫景」列入「綺豔題材」之中。所以作出這種歸類的原

因，余先生說的很清楚，是因為晚唐許多這一類作品，帶有「愛情和脂

粉氣」的緣故。如此看來，則這一類作品所以歸類為「綺豔題材」，並不

不是由主題內容來思考，而是由其表現的風格來著眼的。 
4、將「美人香草式的托寓之作」也列入「綺豔題材」。並且余先生說：「它

跟前三類的界限不必劃分得很清楚，但屬於綺豔題材層次更高的作品。」
13因此這一類的作品，其實是可以混入前三類之中，只是它所指涉的思想

內容，必須超越文字表現的內容和形式風格來理解。 
由以上整理條列出來的四點，我們可以發現到，余恕誠先生在界定「綺豔題材」

時，如果和林文月教授在界定宮體詩的方法相比較，明顯有些異同。兩者相同之

處，即同時都注意到了寫作手法的問題，否則「詠物」和「寫景」二類，無論如

何也不應該列入「綺豔題材」或「宮體詩」之中。不同的地方在於，林文月教授

根據主題內容來界定宮體詩時，只分成廣、狹兩類，而余先生則將「綺豔題材」

分成四類。並且就算將「宮怨」及「閨怨」一類的主題倂入第一類之中，而以林

文月教授的提法，視為以描寫女性及男女情愛為主題內容來看，也還有三類。可

見晚唐詩壇的作家，在描寫女性及男女情愛為主題內容的作品方面，確實是相當

可觀的。 

  從以上分析的結果顯示，在初唐「反綺豔」主流文學思潮引導之下，以描寫

女性及男女情愛為主題內容的創作傾向，幾乎被揚棄殆盡，卻到了晚唐時期又成

為詩壇創作的主要趨勢。因此，從羅宗強先生所謂的從初唐的「反綺豔」，到晚

唐的「復歸於綺豔」的論述來看，如果從辭藻形制的表現風格來觀察這一段文學

思想發展的過程，由於初唐在「清辭巧制」和「雕琢蔓辭」方面因革的部份少，

所以相對比較難去突顯晚唐「復歸於綺豔」這樣的一個時代特徵。但是如果以書

寫女性及男女情愛主題內容的發展來看，從在初唐「反綺豔」的主流思潮下遭到

排斥而處於邊緣，直到晚唐成為詩壇創作中心的「復歸於椅豔」，則晚唐詩壇的

獨特性立刻就成為一個極易辨識的標誌。 

  因此，當我們在觀察晚唐詩壇時，女性及男女情愛主題內容的書寫再次引起

                                                 
13 同注 5 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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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的注意，進而成為晚唐詩壇的主要特徵，就是一個相當明顯的文學現象。那

麼，何以會有如此現象的發生，並嘗試描述其具體的表現情形，就成為本篇論文

的研究動機所在。另外由於本篇論文主題的提出，主要是受到羅宗強和余恕誠兩

位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啟導，而兩位學者在描述晚唐詩壇的表現時，都一致地使

用「綺豔」、「綺豔詩」或「綺豔題材」一詞來加以概括。雖然兩位學者對於此一

描述語的使用，都同時涉及了寫作風格和主題內容兩部份；然而從前面的論述過

程中，我們也可以發現，兩位學者也不約而同地強調「綺豔」一詞，與晚唐詩中

書寫女性及男女情愛主題內容的密切關係，因此在行文的過程之中，筆者會用「綺

豔詩」或「綺豔題材」的提稱方式，來指涉晚唐詩中以書寫女性及男女情愛為主

題內容的作品，這也是筆者必須在此明確加以說明的。 

當然，以女性及男女情感這種主題內容來界定「綺豔詩」或「綺豔題材」，

是否會有過於寬泛之嫌呢？如白居易的〈上陽白髮人〉，韋莊的〈秦婦吟〉，甚至

是皮日休的〈橡媼嘆〉之類的作品，都是以女性作為書寫的對象，這種作品可以

視之為綺豔詩嗎？如果從作者的書寫態度及形式風格二方面來思考，這些作品的

確很難歸類成綺豔詩。然而，根據前面所引余述誠先生的說法，晚唐綺豔詩在題

材內容的範圍上，本就不是像傳統印象中的綺豔詩那樣的狹窄，那麼，為了突顯

晚唐綺豔詩在綺豔題材上的開拓，從更寬泛的角度來界定，似乎是可以考慮的一

種方式。 
  再說，前人也並不是沒有用這種方式來界定的。如南朝陳徐陵所編的《玉臺

新詠》，他在序言中說「撰錄豔歌，凡為十卷。」14所謂「豔歌」，其實主要是以

宮體詩為主的，然而在第一、二卷也同時著錄了一些性質上與宮體詩明顯不同的

作品，因此穆克宏先生說： 
 
   然而，我們還應該看到，本書中有不少詩並非宮體詩，只因「篇中字句有

涉閨幃」，雖內容全不相干，也被收錄，因此收入了不少優秀詩篇。
15
 

 

穆先生之說，從集中確實可以找到具體證據，如卷一中所收陳琳的〈飲馬長城窟 
行〉就是一例。或許正因為如此，所以康正果先生認為《玉臺新詠》這本書是「徐

陵有意從漢代至梁全部與婦女有關的詩作按時代順序排列」16。從這樣的事實來

看，這一本集子之所以被稱為「豔歌」，不完全是因為以宮體詩為主，而是因為

它的內容主題全部與婦女有關，即穆先生所謂的「篇中字句有涉閨幃」的緣故。 
  另外，聞一多先在所著的〈四傑〉一文中，肯定盧照鄰和駱賓王對於宮體詩

的改造之功時，也曾說過： 
   

                                                 
14 《玉臺新詠箋注》頁 13南朝陳．徐陵編 清．吳兆宜注 程琰刪補 穆克宏點校 北京中華

書局出版發行 1985 年 6月第一版 1999 年 11月北京第三次印刷 
15 同上注頁 2～3 
16 《風騷與豔情——中國古典詩詞的女性研究》頁 180 康正果著 台北雲龍出版社出版 1991
年 2月臺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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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沒有盧、駱，那會有〈長恨歌〉，〈琵琶行〉，〈連昌宮詞〉和〈秦婦吟〉，

甚至李杜高岑呢？17 

 
從這一段文字中可以發現，聞一多先生是相當重視由盧、駱所開發出來的「新宮

體詩」（筆者按：此名詞是聞先生所使用）的影響，更重要的是，他認為像〈秦

婦吟〉一類的作品，其歷史淵源也可以上溯至這種「新宮體詩」。 
  所以，以書寫女性及男女情感為主題內容來界定綺豔詩，誠然有些過於寬

泛，或許也和一般文學史家對綺豔詩的認知有些差距，然而為了突顯晚唐綺豔詩

的這種開拓之功，因此筆者仍傾向於從較寬鬆的方式來界定綺豔詩的意義指涉。 
   
 
二、「晚唐」時期的界定 

  對於「晚唐」起迄的時間斷限，學界至今仍然有著不同的看法，筆者所指的

「晚唐」究竟是指那一個階段？為了避免因認知的不同，引起不必要的爭議，因

此筆者認為有先加以交代的必要。 
  將唐詩的發展分成初、盛、中、晚四個時期，至元代楊士弘編選《唐音》時，

已經初步定型。然而，真正給這四個時期作出明確時間斷限，且列出各期作家姓

名及人數的，則是明初高棅的《唐詩品彙》。根據高棅的看法，所謂的「晚唐」

是指「開成至五代」18這一個階段。「開成」是唐文宗的第二個年號，開成元年

即公元 836 年，這是「晚唐」開始的時間；至於「五代」則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指

稱，究竟是指五代前期，或是指五代後期，高棅並沒有說明，不過從他將李建勳

也列入「晚唐」來看，則至少已經到了五代的南唐時期。 
  對於「晚唐」時間的界定，筆者基本上是遵從高棅的判斷的。不過對於「晚

唐」的下限，是否有必要延展到李建勳所處的南唐階段，筆者認為似可不必。因

為既然稱「晚唐」，就儘可能地不要再延伸出去，而以唐亡的哀帝天祐四年（907）
為下限。當然這會引發一些質疑，如韋莊、韓偓習慣上都列入「晚唐」重要作家，

而他們的卒年卻都在唐亡以後，這該如何處理呢？韋莊的卒年，根據夏承燾先生

的〈韋莊年譜〉一文的考定，是在蜀高祖武成三年（910）19，上距唐亡才三年；

至於韓偓的卒年，根據《唐才子傳校箋》的考定，則約在後梁乾化四年～五年之

間（914～915），上距唐亡也不過七、八年20，可見兩人的主要活動時期，仍然

是在唐亡以前。因此，筆者認為以唐亡做為「晚唐」的下限，應該是可以被接受

的。那麼，所謂的「晚唐」，筆者的想法，當是指起於唐文宗開成元年（836），
結束於唐亡（907），歷時七十一年的時間。 

                                                 
17 《聞一多全集》（三）頁 29 聞一多著 台北里仁書局 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一日初版 
18 《唐詩品彙》明高 編選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年版 頁 9《唐詩品彙．總敘》 
19 《韋莊集校注》唐．韋莊著 李誼教注 四川省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六年第一版

成都第一次印刷 李誼先生在書中的附錄，引有夏承燾先生所著年譜全文，頁 627 
20 《唐才子傳校箋》（四）「韓偓」頁 245  元辛文房著 傅璇琮主編  北京中華書局出版發行 

1990 年 9月第一版 2000 年 2月北京第二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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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筆者所要說明的是，為何接受高棅的說法，將「晚唐」的上限定在唐文

宗開成元年（836）。筆者所持的理由有二：其一，是根據中唐及晚唐代表作家交

替的時間來考量；其二，是基於政治情勢的轉變來把握。以下分別加以說明。 
（1） 從中晚唐代表作家交替的時間來看，高棅在《唐詩品彙．總敘》中說： 

    
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

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群玉輩，尚能黽勉氣格，將邁時流。

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焉21。 
 
從這一條資料上對晚唐代表作家說明的詳略來看，高棅視杜牧、溫庭筠、李商隱、

許渾四人為晚唐主要的代表詩人，當無疑義。然而如果我們詳按四人的生年，則

除了李商隱生於唐憲宗元和八年（813）間之外，其餘三人都生在唐德宗貞元時
期（785～805）22，這和高棅斷限中唐為「大曆至元和末」即唐代宗大曆元年開

始，經德宗、順宗至唐憲宗元和十五年（766～820），在時間上是重疊的。既然
如此，將這四個人列入晚唐是否有不妥呢？ 
  關於這一個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從高棅所謂中唐的下限來考慮。高棅認為中

唐的下限是在「元和末」（820），而晚唐則開始於「開成初」（836），中間明顯地
略過了穆宗、敬宗及文宗太和時期，前後總共十七年的時間。以高棅的深厚學養，

這不可能是出於筆誤所致。那麼其原因何在呢？筆者推測可能是基於高棅對「元

和」以後所認定的代表作家之活動時間來考慮的。他在《唐詩品彙．總敘》中說： 
 
   ⋯⋯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谿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

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

島之饑寒，此晚唐之變也。
23
 

 
這是高棅所條列「元和」以後具代表性的詩人：即柳宗元、韓愈、張籍、王建、

元稹、白居易，及李賀、盧仝和孟郊、賈島共有十人。這十人的卒年，柳宗元在

憲宗元和十四年（819），韓愈在穆宗長慶四年（824），張籍約在文宗太和三～四

年（829～830），王建與韓愈同，元稹在文宗太和五年（831），白居易在武宗會

昌五年（846），李賀在憲宗元和十一年（816），盧仝約在元和七～八年（812~813），
孟郊在元和九年（814），賈島在武宗會昌三年（843）24。這十人當中，除了白

居易和賈島的卒年是在文宗朝以後的武宗朝之外，其餘八人中有四人卒於元和年

                                                 
21 同注 18 
22 《唐才子傳校箋》（三）傅璇琮主編 北京中華書局出版發行 一九九 0 年五月第一版 2000
年 2月北京第二次印刷 分見 頁 191「杜牧」，頁 231「許渾」，頁 264「李商隱」及頁 433「溫
庭筠」。   
23 同注 18 
24 同注 22 分見第二冊頁 150「王建」、頁 267「盧仝」、頁 282「李賀」、頁 314「賈島」、頁 434
「韓愈」、頁 458「柳宗元」、頁 502「孟郊」、頁 552「張籍」，及第三冊頁 1「白居易」、頁 22「元
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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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兩人卒於穆宗朝，兩人卒於文宗太和五年以前，白、賈二人雖稍晚，但是上

距文宗開成元年也不過九年左右。所以按照這一批所謂中唐元和以後代表詩人的

活動期間來看，高棅將晚唐開始的時間定在「開成初」完全是可以成立的。至於

從「元和末」到「開成初」這中間所略去的十七年，我們則可以設想成中唐代表

詩人，與晚唐代表詩人交替的過渡時期，而文宗開成元年，則一方面標示著前期

詩人之結束，另一方面則可以視為晚唐代表作家杜牧、李商隱、溫庭筠及許渾等

人管領風騷的揭幕。 
  （2）從政治局勢的轉變來看，發生在文宗太和九年（835）的「甘露之變」，

對於憲宗元和以來一心追求唐朝中興士氣的巨大打擊，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分

界。《通鑑》載文宗「自為諸王，深知兩朝之弊，及即位，勵精求治，去奢從儉。」

故「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致。」25可見文宗在即位之初，針對前時穆宗、

敬宗二朝之積弊，既有深刻的認識，也有充分加以改革、追求中興的意圖。然而

在太和九年謀除宦官勢力時，卻因為用人不當，行事不密，竟遭宦官反噬，釀成

「甘露之變」，導致宰相王涯、賈餗、舒元輿、李訓以及下朝官十餘家遭仇士良

誅殺，並累及朝臣罹禍者六、七百人，朝廷為之一空，文宗因此有「今朕受制於

家奴」（卷 246）的悲慟。自是之後，朝廷宦官的氣燄更加高漲，擅廢立之權，

而唐室也一步步走向衰亡。因此，從政治局勢的轉變來考慮的話，將太和九年

（835）「甘露之變」之後的「開成元年」（836），視為晚唐開始的確定年代，應

該也具有其一定的象徵意義。 
 
  

 

                                                 
25 《資治通鑑》宋司馬光著 李國祥、顧志華、陳蔚松主編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二 00 一
年九月初版一刷 貴州人民出版社授權 第五十八冊「唐敬宗寶曆二年」（卷 243） 頁 14091
筆者案：以下凡徵引《通鑑》書中文字時，只標明卷數，不另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