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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會風習的影響 

 

在緒論的部份筆者曾經提到，以書寫女性及男女情愛為主題內容的「綺豔

詩」，在初唐時期，由於對南朝宮體文風的批判，幾乎已經被揚棄殆盡；然而這

並不意味著在晚唐之前，這種所謂的「綺豔題材」就不再出現在詩人的作品之中。

這種情況，誠如康正果先生所指出的： 
 
   文學史總是名家名篇的文學史，文學史家在重視這些文學現象的同時，難

免對其他不太重要的現象有所忽略。不可否認，經過陳子昂和李白的呼

籲，杜甫和白居易在創作上的努力，「風騷」的傳統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

復興了。但這絕不意味著豔詩的影響已被清除，實際上南朝的流風餘韻始

終蔓延於整個唐代，很多詩人都對豔詩有不同程度的偏好。1 

 

從康先生的論述中，我們可以了解到，晚唐之前那種「綺豔題材」並未消失，它 

只是未能成為晚唐之前文學創作的主流，因此文學史家並未給予充分的注意。那

麼，這種已經遭到嚴重批判的書寫內容，何以仍然如康正果先生所說的那樣「始

終蔓延於整個唐代」呢？或許我們必須就它所以能存在的社會背景來加以考察。 
宋代的張端義在所著的《貴耳集》卷下說：「唐人尚文好狎」，這一句話是相

當具有啟發性的。因為從這一句話中，我們可以知道，這類的綺豔題材所以在整

個唐代持續不斷的出現，或許和唐人這種「尚文好狎」的特殊社會風習有一定的

關聯。並且明代的胡震亨在《唐音癸籤》卷 27「談叢三」中也有類似的說法，

他說： 
 
   唐時風習豪奢，如上元山棚誕節舞馬，賜酺縱觀，萬眾同樂。更民間愛重

節序，好修故事，綵樓達於王公，籹粔不廢俚賤。文人紀嘗年華，概入歌

詠。又其待臣下法禁頗寬，恩禮從厚，凡曹司休假，例得尋勝地讌樂，謂

之旬假，每月有之。⋯⋯凡此三節，百官遊讌，多是長安、萬年兩縣有司

供設。或逕賜金錢給費，選妓攜觴，幄幕雲合，綺羅雜沓，車馬駢闐，盈

滿於路。朝士詞人有賦，翼日即留傳京師。當時倡酬之多，詩篇之盛，此

亦其一助也。2 

 
從這一段文字我們可以了解，在唐代的社會中，「豪奢」是一種普遍的風俗習慣。

上自帝王享讌，下到民間的節序慶典，都呈現著一種全國歡愉的景況。並且唐代

的帝王對於臣下的約束也相對的比較少，每月有一定的休假期間，而且在休假期

                                                 
1 《風騷與豔情》頁 239 康正果著 台北雲龍出版社出版 1991 年 2月臺一唵 
2 《唐音癸籤》卷二十七 頁 237 明．胡震亨著 北京中華書局出版 1959年 11月新一版 1959
年 11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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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官吏是可以到個風景名勝去舉辦私人的宴會。另外所謂的三節，即「晦日」、

「上巳」和「重陽」三節，更由帝王直接賜與金錢提供消費所需，而在這百官遊

宴的場合中是允許「選妓攜觴」的，也就是說，「酒」與「色」在這個由政府舉

辦的節日慶典中，是一個重要的助興因素，可見唐代風氣之開放。所有這些遊宴

過程中，文人一旦有所創作，立刻就會傳唱整個京城。因此，胡震亨認為，唐代

這種特殊的社會風習，對於當時創作風氣的引導，有一定的正面刺激作用。 
  在胡震亨的這一段話中，除了對唐代「豪奢」風習的描述相當清楚之外，更

值得注意的是，他將唐人這種「豪奢」風習和唐代詩風的興盛作了一定程度的聯

繫，而在這種「豪奢」風習裏，官員「選妓攜觴」甚至是在帝王所認可範圍之內

的。基於胡震亨對唐代風習及詩風關聯的描述，因此在這一章中，筆者擬就社會

風習的這一個側面，來說明綺豔詩形成的另一個背景因素。以下分別從（一）帝

王貴戚的縱情聲色及（二）「尚文好狎」的社會風尚兩小節來作簡單的論述。 
 
 

第一節 帝王貴戚的縱情聲色 

  隨著隋末大亂的平定，加上太宗君臣的勵精圖治，開創了史上著名的「貞觀

之治」。史書上描述這樣的一個太平盛世，在《通鑑》貞觀四年（630）有相當清
楚的記載： 
 
   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

十九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

（卷 193） 
 
史官從當時米價的低廉，死刑犯數量的銳減，以及社會治安的良好各個方面來描

述這樣的一個太平盛世。可以了解到，整個社會不僅已從前期的戰亂中恢復過

來，並且民間已經有了相當程度的積儲，所以才有多餘的食糧提供給過路的行旅

所需。然而也因為民間的經濟的殷富，所以同時出現了酣飲遊宴的風氣，使得太

宗不得不下詔禁止。3雖然如此，遊宴之風並未因此而中斷，甚至進一步由皇帝

親自帶頭提倡。《全唐詩話》卷一「中宗」條載： 
 
   帝謂侍臣曰：今天下無事，朝野多歡，欲與卿等詞人時賦詩宴樂，可識朕

意，不須惜醉。大學士李嶠、宗楚客等跪奏曰：臣等多幸，同遇昌期，謬

以不才，榮名文館⋯⋯既陪天歡，不敢不醉。4 

                                                 
3 《唐會要》卷二十六 頁 498 「鄉飲酒」條下引貞觀六年詔書曰：「比年豐稔，閭里無事，乃

有惰業之人，不顧家產，朋遊無度，酣宴是眈，危身敗壞，咸由於此⋯⋯」 宋．王溥撰 台北

世界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七十八年四月五版  
4 《全唐詩話》宋．尤袤著 頁 34 收在清．何文煥編訂的《歷代詩話》書中 台北商務印書

館發行 中華民國八十年九月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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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引文中我們可以知道，宮廷之中的這種「賦詩宴樂」的風氣，是由帝王親自提

倡，並且由一批「文學侍從之臣」加以應和著的。到了睿宗時期，這種宴樂的風

氣就更加可觀了。張鷟的《朝野僉議》卷三詳細地紀錄了當時的情況： 
 
   睿宗於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夜，於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

綺，飾以金玉，五萬盞鐙簇之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羅綺，曳錦繡，耀珠

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至萬錢，裝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貫，妙

簡長安、萬年少女婦千餘人，衣服、花釵、媚子亦稱是。於燈輪下踏歌三

日夜，歡樂之極，未始有之。5  

 
這種豪奢的宴樂情形，持續了三日夜，而其中的主要部分，即是由數千名宮女、

妓女及一般人家婦女所組成的一支龐大的歌舞隊伍。帝王舉辦如此巨大規模的聲

色之娛，當然對當時的社會風氣有一定的啟導作用。 
  到了玄宗時期，一方面承襲長期以來的太平盛世，另一方面也因開元初期，

玄宗尚能銳意政事，故能把唐朝的國力再向上提昇至另一個高峰，即所謂的「開

元之治」。玄宗時期唐代的第二個國勢高峰又是如何呢？杜甫在他的〈憶昔二首〉

其二說：「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流脂栗米白，公私倉廩皆豐

實。」（卷 220）可見當時是一個非常富裕的社會。也正因為社會的繁榮如此，

才提供了玄宗晚年豪奢享樂的物質條件，比之前代有過之而無不及。鄭處誨在《明

皇雜錄》卷下，載錄了當時的盛況： 
 
   每賜宴，設酺會，則上御勤政樓，金吾及四軍兵士，未明陣仗，盛列旗幟，

皆披黃金甲，衣短後繡袍，太常陳樂，衛尉張幕後，諸蕃酋長就食。府縣

教坊大陳山車旱船，尋橦走索，丸劍角牴，戲馬鬥雞。又令宮女數百，飾

以珠翠，衣以錦繡，自帷中出⋯⋯每正月望後，又御勤政樓作樂，貴臣戚

里，官設看樓。夜闌，即遣宮女於樓前歌舞以娛之。6 

 

關於玄宗奢靡享樂的這一段記載中，可以發現到，除了保留前期的宮女歌舞助興

的部分之外，更增加了不少民間的各種技藝表演項目，並且連外族的蕃王酋長也

在邀請參與的對象之內，其中或許也有一些誇示國力的成份。並且玄宗這種奢靡

的享樂不僅止於一身，也同時以此獎勵臣下，如《通鑑》開元十八年（730）載： 
 
   二月，癸酉，初令百官於春日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

各賜錢五千緡，上或御萼花樓，邀其歸騎留飲，迭使起舞，盡歡而去。（卷

212） 
 

                                                 
5 《朝野僉議》唐．張鷟著 頁 37 北京中華書局出版發行 一九八五年北京新一版 
6 《明皇雜錄》卷下 頁 8  唐．鄭處誨著 北京中華書局出版發行 一九八五年北京新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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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記載雖然可以看出玄宗對於臣下的優禮和體恤，然而對於整個社會浮華風

氣的助長，卻也有一定刺激作用。又如《通鑑》開元二十三年（735）載： 
 
 正月乙亥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

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

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蒍》。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

以刺史為散官。（卷 214） 
 
玄宗既然下令地方官吏率領各地區的音樂表演團體進行比賽，可以想見地方官員

為了取悅皇帝，當然會像懷州刺史一樣竭盡所能地奢華從事，幸虧有元魯山如此

鯁直的地方官員，以完全不同於其他人的方式來進行，藉此提醒玄宗，才使得玄

宗驚悟到為準備如此奢靡的表演，懷州人民一定會付出沈重的代價。這不禁令人

懷疑，如果沒有像元魯山這樣的官員，那麼玄宗會考慮到百姓的處境嗎？因此從

以上的情況，我們可以推想此時的玄宗，已經有了驕矜自滿的心態，不再如初即

位時，那樣戒慎勤謹地處理國政了。《通鑑》天寶三載（744）載： 
 
   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

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

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自陳：「臣狂

疾，發妄言，罪當死。」上乃為力士置酒，左右皆呼萬歲。力士自是不敢

深言天下事矣。（卷 215） 
 
玄宗認為天下無事，欲將政事專委李林甫，高力士以為不妥的理由，沒有一句不

是忠謹之言，可是卻引起玄宗的不悅，導致高力士必須立刻叩頭謝罪。玄宗為什

麼不悅呢？其一，或許玄宗只是在告知高力士他想要作什麼，並沒有要他表達意

見，高力士這樣一說，就干涉了玄宗處理政務的威權；其二，以玄宗早期所表現

的英武決斷來看，他不可能沒有想到權假臣下會有什麼後遺症，既然如此，高力

士的這一番話，就等於質疑了玄宗用人的智慧。這兩個原因加起來，當然就會引

起玄宗的不悅了。然而卻也可以看出，玄宗那種驕矜自滿的心態是何等的嚴重。

洞悉玄宗這種心態後，連這一位最接近玄宗，且也最受到信任的高力士，從此也

不敢「深言天下事矣。」於是，《通鑑》天寶六載（747）曰： 
 
   丙寅，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既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上或時

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卷 215） 
 
至此，玄宗完全將政事交給李林甫去處置，自己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後來

並養成楊氏一門的專寵，風氣更加敗壞。《明皇雜錄》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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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車服，為一犢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

一車之費，不下數十萬貫，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國忠方與客坐於門下，

指而謂客曰：某家起於細微，因緣椒房之親，以至於是。吾今未知稅駕之

所，念終不能致令名，要當取樂於富貴耳。由是驕奢僭侈之態紛然，而昧

處滿持盈之道矣。7 

 
楊氏姊妹在牛車上用金翠珠玉作裝飾，竟然使得牛車無法走動，其奢侈的情況可

以想見，而楊國忠對門客的說詞，正好說明這一切都是玄宗專寵楊妃，因為襟帶

關係，使根本不學無術的楊國忠獨攬大權所造成的結果。 
  安史之亂爆發，歷經八年才好不容易大致底定，然而內憂外患交迭而至，唐

王室已大不如前。雖然如此，帝王似乎無法根本地改變這種習性。如建中四年

（783）十月發生「涇原兵變」，德宗因而出走奉天，到興元元年（784）六月，

才在李晟、渾 、陸贄、李泌等文武大臣的全力協助之下，收復長安。但是在此

瘡痍滿目，將士疲弊之時，德宗卻掛念著在走避奉天時的一位「裹頭內人」。《通

鑑》興元元年（784）載： 
 
   上命陸贄草詔賜渾 ，使訪求奉天所失裹頭內人。贄上奏，以為：「巨盜

始平，疲瘵之民，瘡痍未平，尚未循撫，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

也。⋯⋯所賜 詔，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卷 231） 
 
德宗在當時滿目瘡痍的情況之下，竟然只想到自己在奉天失散的「裹頭內人」，

這種心態的確可議，難怪陸贄堅持不肯承旨。但是更令人覺得不可思議的是，經

過陸贄的勸阻之後，德宗雖然沒有下詔訪求，卻依然派遣中使去尋找，其固執自

用的程度顯然可見。而那些為恢復李氏政權流血流汗的將士，以及在這一場戰爭

中受到牽累的百性又何止千萬，相較之下，孰輕孰重，也就明顯可知了。 
  另外《通鑑》又載穆宗「甫過公除，即事畋遊聲色，賞賜無節。」又載： 
 
   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

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

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酣晝起，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

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獨無憂勞乎！願稍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卷 241） 
 
從丁公著的這一段諫言，我們可以知道，當時朝中忠直大臣認為整個社會風氣的

敗壞，乃是從玄宗天寶年間開始的，可見玄宗晚年的驕奢對唐代的影響有多大；

同時也可以從中發現到，天寶以來公卿大夫之間這種著迷於聲色之娛的習性，並

沒有因為安史之亂的爆發，以及接踵而至的內憂外患而知所警惕。於是引起了一

些有識之士的憂心忡忡，並希望能藉由皇帝下詔來改革風氣。這種不良風氣到底

                                                 
7同注 6  卷下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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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嚴重呢？《通鑑》在穆宗長慶三年（823）載： 
 
   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鄭）注通於（王）守澄以求

節鎮。（卷 243） 
 
一位工部尚書竟然因內寵太多，以致於俸祿不足以供給費用，只好通過鄭注向權

宦王守澄求外放節鎮，當時的風氣如何，可一葉知秋矣。敬宗即位之後，情況仍

然相同。《通鑑》載敬宗的行逕「幸中和殿擊毬，自是數遊宴、擊毬、奏樂，賞

賜宦官、樂人，不可勝紀。」（卷 243）敬宗的這些行為，甚至導致當時的宰相

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為求免禍，故累表求出外鎮。 
  文宗初即位時，雖力復穆、敬二朝之弊，「詔宮女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

千餘人。」（《通鑑》卷 243），頗有中興之望，但是在經歷太和九年（835）的甘
露之變之後，亦因對政治的無力感，而有藉聲色麻醉自己的作法。《新唐書》卷

90〈魏謨傳〉載： 
 
   陛下即位，不悅聲色，于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教坊

閱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亹亹有聞。 
 
文中提到文宗命教坊到民間採擇聲伎，使得百姓受到驚擾，是發生在文宗即位十

年以後的事。文宗即位的第一個年號是「太和」，甘露之變發生在太和九年（835），
此處言文宗即位「十年」，可見正是甘露之變後的一年，此時文宗所以會有不同

於以往的行為出現，當與前年所發生的朝廷巨變，文宗從此「受制於家奴」的心

情有一定的關聯。 
  接下來的武宗雖然有所作為，但對於前代聲色餘習，仍然未能完全去除，《唐

語林》載： 
 
   武宗數幸教坊作樂，優倡雜進，酒酣作技，諧謔如民間宴席，上甚悅。諫

官奏疏，乃不復出，遂召優倡入，教內人習之。宦者請令揚州擇選妓女，

詔揚州監軍，取解酒令妓女十人進入。8 

 

武宗親自到教坊作樂，雖經諫官之言而不出，可是他仍然召優倡進入宮中教習內

人；又從宦者之請下詔揚州撿選妓女入宮侍奉，這件事雖因節度使杜悰不奉詔書

而罷，可是假設沒有這些大臣的堅持，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宣宗即位後，雖然比較能自我克制，如《唐語林》載： 
    
   宣宗時越守進女樂，有絕色，上初悅之，數日賜予盈積。忽晨興不樂，曰：

                                                 
8 《唐語林》卷三「方正」頁 63  宋．王讜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發行 中華民國

六十八年七月臺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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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皇只一楊妃，天下至今未平，我豈敢忘。」召詣前曰：「應留汝不得。」

左右奏可放還，上曰：「放還我必思之，可賜鴆一杯。」9 

 
宣宗為了避免自己對那名女樂的眷戀，而將她賜死的作法雖然相當殘忍，可是他

能在聲色之餘，想到前朝的教訓而覺悟，這種反省能力畢竟仍然是玄宗以來所未

見的，難怪當時有「小太宗」之稱。雖然宣宗也並不是因此而放棄所有的娛樂節

目，《唐語林》又載： 
 
   宣宗妙于音律，每賜宴前，必製新曲，俾宮婢習之。至日，出數百人衣以

珠翠緹繡，分行列隊，連袂而歌，其聲清怨，殆不類人間。10 

 
以宣宗之能自制尚且如此，可推知其它縱情放誕的情形是如何地普遍且嚴重了。 
  從以上羅列自中宗，尤其是玄宗以下，唐朝歷代帝王對於聲色之娛的愛好，

就可以知道，這種徵逐聲色的好狎風氣，是如何瀰漫著整個盛唐以後的宮廷之

中，流風所及，許多貴戚官吏亦深染此習。 
  盛唐時，由於受到玄宗那種動輒以盛大的宴樂及聲色來誇示國力行為的影

響，其他的貴戚也就相率以此為樂，《開元天寶遺事》中記載： 
 
   寧王好聲色，⋯⋯每至夜筵，賓妓間坐，酒酣作狂。（「妖燭」條） 
   岐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進於火，惟於妙妓懷中揣其肌膚，稱為

暖手，當日如是。（「香肌暖手」條） 
   申王每醉，即使宮妓將錦綵結一兜子。令宮妓輩檯舁寢室，本宮呼曰「醉

輿」。（「醉輿」條） 
   申王每至冬月，有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於坐側，以禦寒氣，自呼為

妓圍。（「妓圍」條） 
   楊國忠於冬月，常選婢妓肥大者，行列於前，令遮風。蓋藉人之氣相暖，

故謂之「肉陣」。（「肉陣」條） 
   楊國忠子弟，恃后族之貴，極於奢侈。每遊春之際，以大車結綵帛為樓，

載女樂數十人，自私弟聲樂前引，出遊園苑中，長安豪民貴族皆效之。（「樓

車載樂」條）11 

 

這種種在貴戚之間競相流行的荒淫生活，當然會對社會風氣產生不良的示範作

用，引起「長安豪民貴族皆效之」的結果。 
  除了帝王貴戚之間普遍存在著這種冶蕩的風氣之外，當時的許多大臣也沈溺

其中。如肅、代之間的中書舍人賈至有《贈薛瑤英》詩，題下原注曰：「元載末

                                                 
9 同注 8卷七「補遺」 頁 190 
10 同注 8 卷七「補遺」 頁 199 
11 以上各條分見《開元天寶遺事》頁 7、9、10、22、25  唐王仁裕纂 北京中華書局出版發行 

一九八五年北京新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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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納薛瑤英為姬，以體輕不勝衣，於外國求龍綃衣。惟至與楊炎與載善，得見

其歌舞。」（卷 235）由此條可知元載是如何寵惑薛瑤英。並且在《新唐書》本
傳中也記載他的豪奢生活： 
 
   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宅奢廣，當時為冠。近郊作觀榭，帳帟什器不徙而供。

膏腴別墅，疆畛相望，且數十區。名姝異技，雖禁中不逮。（卷 145） 
 
元載這種豪奢的物質生活，甚至連皇宮禁中都有所不及，可見其窮奢極侈到何種

程度。這種生活方式，後來甚至引起了代宗皇帝的不以為然而「深戒之」，可是

他仍然「謷然不悛」。而且不只是他個人的生活方式如此，本傳載他的家屬也同

樣不知檢點，本傳云： 
 
   諸子牟賊，聚斂無涯藝，輕浮者奔走。爭蓄姬妾，為倡優褻戲，親族環觀

不愧也。（卷 145） 
 
可見因元載對個人私生活不自檢飭，故子弟起而傚尤，甚至在親族環視之下，公

開「為倡優褻戲」，亦不以為恥。這種種的醜行，再加上皇帝親加戒飭仍然不知

節制，終於惹惱了代宗下詔繫捕，進而賜他自盡。 
  其他如名列「大歷十才子」的詩人司空曙有〈病中嫁女妓〉詩曰： 
 
   萬事傷心在目前，一身垂淚對花筵。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

（卷 292） 
 
詩中的字裏行間，對自己因病不得不將費盡黃金教成歌舞的女妓出嫁，那種惋惜

悲嘆之情溢於言表，相對可知他對此事的寵溺之深。又如在憲宗朝的名相武元

衡，《新唐書》本傳稱他「雅性莊重」，然而在《全唐詩》卷 317中卻也留下幾首

風流自賞的作品： 
 
   步搖金翠玉搔頭，傾國傾城勝莫愁。若逞仙姿遊洛浦，定知神女謝風流。

〈贈佳人〉  
   村鶯一哢四時春，蟬翼羅衣白玉人。曾逐使君歌舞地，清聲長嘯翠眉顰。

〈贈歌人〉 
   洛陽佳麗本神仙，冰雪容顏桃李年。心愛阮郎留不住，獨將珠淚溼紅鉛。

〈代佳人贈張郎中〉 
   仙歌靜轉玉蕭催，疑是流鶯禁苑來。他日相思夢巫峽，莫教雲雨晦陽臺。

〈贈歌人〉 
 
這種作品中婦女的身份應該都是歌妓舞女，雖然作品的風調還不致於太過冶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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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還是能夠窺知這位元和名相奉公之餘，私生活上是相當富於聲色情趣的。又

如歷仕憲宗、穆宗、敬宗、文宗數朝官至宰輔的王涯，雖然《新唐書》本傳稱他

「性嗇儉，不蓄妓妾」，但是在《全唐詩》卷 346中，卻有一些如〈春閨思〉、〈閨
人贈遠五首〉、〈秋夜曲〉、〈秋思贈遠二首〉、〈閨人春思〉及二十七首宮詞。其中

如〈秋夜曲〉云： 
 
   桂魄初生秋露微，輕羅已薄未更衣。銀箏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歸。

12 

 

詩中對閨中婦女心情變化的掌握，可謂具體而微；且全詩無一怨字，而閨怨之情

自顯，更顯示出作者高度的文字表現能力，《才子傳》卷五稱他「善為詩，風韻

道然，殊超意表」並非過譽。 
  另外在貞元、元和時期的另一位著名大臣權德輿，史稱他「積思經術，無不

貫綜」，且是為人所推重的「薦紳羽儀」，則他在當時士林所擁有的地位和影響力，

應是相當可觀的。不過就算是這樣的一位士林領袖，從他的一首題為〈廣陵詩〉

中，卻可以發現他性格中的另一面。詩云： 
 
   廣陵實佳麗，隋季此為京。⋯⋯噴玉光照地，顰蛾價傾城。燈前互巧笑，

陌上相逢迎。飄飄翠羽薄，掩映紅襦明。蘭麝遠不散，管弦聞自清。曲士

守文墨，達人隨性情。茫茫竟同盡，冉冉將何營。且申今日歡，莫務身後

名。莫學諸儒輩，書窗誤一生。（卷 328） 
 
詩中對於揚州一帶的妓遊風氣之盛，作了詳細地鋪敘，更值得注意的是，從「曲

士守文墨，達人隨性情」以下六句所表現的人生觀來看，我們似乎可以感受到這

位士林領袖的性格中，仍然潛流著一股類似盛唐人的那種奔放的生命力。或許正

因為在他的性格仍然潛伏著這種浪漫不羈的因子，所以《唐音癸籤》卷七中說：

「權文公德輿詩有絕似盛唐者」的緣故。還有在《唐語林》中載晚唐懿宗時的宰

相路巖云： 
   
   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政於孔目吏邊咸，日以妓

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羨，雖衛玠潘岳，不足為比⋯⋯

以官妓等十人侍宴，移鎮渚宮日，于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感恩多詞。

有「離魂何處斷，煙雨江南岸。」至今播于倡樓也。13 

 

從這一段記載中，除了可以看到路巖是如何在荒殆政事之外，也可以窺知當時社

                                                 
12 筆者按：在黃永武及張高評兩位先生合著的《唐詩三百首鑑賞》拾壹「七言樂府」《秋夜曲》

後，曾對此詩或題為王維作，或題張仲素作，有一些說明，且謂「王涯詩⋯⋯絕句情致婉麗，尤

擅閨怨宮廷之作。以詩風觀之，此《秋夜曲》或是王涯作品而訛為王維者。」頁 901 
13 同注 8  卷四「容止」 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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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風氣的一些側面。 
在筆者以上所舉的元載、司空曙、武元衡、王涯，到權德輿、路巖等諸人，

他們之間有一些共同性：其一、除了司空曙官位較低之外，餘均位至宰輔，而且

他們都是中、晚唐時期的人；其二、在他們的作品中或生活上，都不約而同地呈

現出一個共同的特徵，或是沈溺於聲色，如元載，路巖；或綺豔題材書寫的出現，

如王涯，武元衡和權德輿。如果把這些共同性和玄宗開元初期的幾位宰相如姚

崇、宋璟、張九齡等人的生活或詩作比較之後，就可以清楚地發現到在後者的傳

記或詩作之中，是完全看不到類似的情形的。因此從這一側面我們可以約略地知

道，時代風氣的改變，是相當明顯的。 
  從以上筆者簡單列舉自帝王貴戚，至當時的王公名臣的實例來看，在他們的

生活中，或是侈於聲色、狎遊自恣而不知節制；或是在奉公之餘，以妓樂聲色作

為日常娛樂的一部份，並不以為非。可見聲色的娛樂雖並非起自中、晚唐，可是

從以上的資料來看，自玄宗開元末期之後奢靡風氣的漸趨形成，影響持續到中、

晚唐而不衰。既然奢靡風氣已成，那麼這種風氣就會由於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

一部份，而被習以為常。於是聲色之娛就當時的人來看，只是生活中的一部份而

已，既然是生活的一部份，將它寫入詩中，就不再是一種禁忌。應該是出於這樣

的社會因素，中、晚唐的詩人才會毫不顧忌、毫不迴避地將他們私人的感情生活

給表現出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