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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尚文好狎」的社會風尚 

 
  在上一節筆者曾引用宋代張端義指稱「唐人尚文好狎」作為開始，並偏重在

帝王貴戚縱情聲色對社會風氣影響的一面來加以論述；然而「尚文」和「好狎」

二者何以同時被列舉，並作為描述唐代社會風尚的一種特徵呢？這是在這一節中

筆者想要進一步說明的。 
  唐代是一個尚文的社會，這一點從唐代上自帝王貴戚、王侯將相，下自販夫

走卒無不對進士科的優禮尊寵可以窺知一二。但是，進士科又何以享有如此的殊

榮呢？龔鵬程先生在所著的《論唐代的文學崇拜與文學社會》一文中，有相當值

得參考的論述。他說： 
 
   帝王富有四海、貴為天子，他所未能擁有的、值得他企羨的是什麼？這種

東西，當然不會是世俗的功名利祿。而整個社所仰望的，卻正是這種東

西⋯⋯這東西是什麼呢？就是文學。他們欣賞文學的價值，給予文學家榮

耀。
1 

 
由龔先生的這一段說明，我們可以得知唐代之所以形成一個尚文的社會，和帝王

的喜好有相當密切的關係。而帝王所以愛好文學，正因為「文學」不是靠世俗的

帝王身份就能獲得的，故能引起他們的重視與企羨。也因為帝王的重視與企羨，

所以他們會親自參與文學的創作行列，懂得欣賞文學的價值，並且進一步運用他

們世俗的權力給予文學家榮耀。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之下，於是慢慢形成一種以能

文與否作為衡定個人才華的牢不可破的價值判斷，結果偏重文學的進士科才會在

唐代科舉的各科中脫穎而出，成為眾所屬目的焦點，如同《新唐書．選舉志》中

說：「大抵眾科之目，進士為尤貴」的說法。 
  唐代帝王這種「尚文」的傾向，自太宗以下無代無之。如《大唐新語》卷 8
「文章第十八」載： 
 
   李百藥，德林之子，才行相繼，海內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沈蔚，尤工五言。

太宗常製《帝京篇》，命其和作，歎其精妙，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

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2 

 
太宗對李百藥詩才之壯、詩思之新的豔羨之情，在這一段記載之中，表現得淋漓

盡致。又如《唐語林》載： 
 

                                                 
1 《論唐代的文學崇拜與文學社會》頁 8 龔鵬程著 收於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之《晚唐社會與
文化》論文集 台灣學生書局發行 中華民國 79 年 9月初版 
2 《大唐新語》頁 123 唐．劉肅撰 台北新宇出版社出版發行 中華民國 74 年 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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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淹，國初為掾吏，嘗業詩，文皇勘定內亂，詠鬥雞寄意⋯⋯文皇覽之，

嘉歎數四，遽擢用之。3 
 
太宗對杜淹不次擢用的原因，在這一段記載中說得很清楚，就是因為杜淹在其詩

作中所表現的文學才華，受到太宗欣賞的緣故。 
  武后代唐之後，同樣非常重視文學之士，甚至親臨考試。當張說因對策為天

下第一，拜為太子校書之後，「仍令寫策本於尚書省，頒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

大國得賢之美。」4又在《新唐書．文藝上》載： 
 
   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徐敬業亂，署賓王為府屬，為敬業傳檄天

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矍

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卷 201） 

 

對於駱賓王在檄文之中嚴厲指斥武后的罪名，武后不但不憤怒，反而對宰相失此

美才表示不滿。從這一點，除了可以看到這位一代女皇的過人之處外，亦可約略

了解文學才華在當時被重視的程度。 
  這種尚文的風氣，在武后以前，從資料來看，或許只是少數個別人物的特殊

境遇；然而到了中宗時期，就進一步成為宮廷娛樂的重要組成部份了。《新唐書．

文藝上》「李適」條載： 
 
   初，中宗景龍二年，始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

員⋯⋯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袚除，則

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

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

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羨，然皆狎猥佻

佞，忘君臣禮法，惟以文章取幸。（卷 202 ） 

 
雖然史家對這種情況頗有微詞，然而從其中我們可以看出，以帝王之尊如此寵遇

文學之臣，當然會產生「當時人所歆羨」的強大效應。而史家所批判的「狎猥佻

佞，忘君臣禮法」，從相反的角度來看，或可以理解成，在那樣承平的時代裏，

在如此的良辰美景之下，君臣尊卑禮法的嚴格界限，因為君臣彼此之間對文學共

同的強烈好尚而模糊了。帝王由於懂得欣賞文學的美及價值，故暫時拋下世俗的

尊卑，與大臣們一同沈浸在文學之中。 
  帝王既懂得欣賞文學的美及價值，又同時掌握一切世俗功名利祿來榮寵文學

之士的權力，這當然會對當時的知識份子產生強大的刺激和鼓舞，並進而型塑出

                                                 
3 《唐語林》卷二「文學」頁 37 宋．王讜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發行 中華民國 68
年 7月臺一版 
4 同注 2 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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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唐一代文士那種積極進取、高自標舉的特殊士風。如《新唐書》卷 98「馬周」
本傳載其「少孤，家寠狹⋯⋯資曠邁，鄉人以無細謹，薄之。」然而這樣一個因

「無細謹」為鄉里所薄的人，太宗一見其策文如何呢？「帝即召之，間未至，遣

使者四輩敦趣。及謁見，與語，帝大悅，詔直門下省。明年，拜監察御史，奉使

稱職。」從史書載馬周這一段出仕的經過，他所倚靠的完全是個人的才華，以布

衣干明主，直取公卿之位。本傳又載： 
 
   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眾以其興書生，素

無貲，皆竊笑。它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並

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雞，小吏訟之。帝曰：「我

禁御史食肉，恐州縣廣費，食雞尚何與？」榜吏斥之。及領選，猶廢浚儀

令。（卷 98） 
 
從太宗為馬周購置住宅，及斥責小吏爭訟馬周食雞一事來看，可知太宗是如何地

優容馬周，否則難道「雞肉」不是「肉」嗎？因此太宗曲意維護人才的心，可謂

昭昭可鑑。也因為太宗如此的優容，輝映著馬周的「自負」，才顯出君臣之間這

種難得的際遇。 
  馬周的「自負」雖有其自身的卓越才華作為條件，然而若沒有太宗求才若渴

的愛賞，其才華亦無所施於當世，充其量不過一狂生耳。所以從太宗和馬周君臣

之間的遇合模式，可以推知唐代知識份子所以具備那種高度的自我期許，帝王的

優容愛賞，甚至是曲意維護，應該是相當重要的原因之一。 
  帝王對文人如此地優禮，上行下效的結果，連王公大臣也對文士相當禮遇。

如王維當開元、天寶之際，「豪英貴人虛左以迎，寧、薛諸王待若師友。」（《新

唐書》卷 202「文藝中」）又如「文藝上」（卷 201）載胡楚賓： 
 
   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常以金杯 酒飲之，文成則

賜焉。 
   （王翰）張嘉貞為本州長史，偉其人，厚遇之。翰自歌以舞屬嘉貞，神氣

軒舉自如。張說至，禮益加。（「文藝中」） 
 
其他類似尊崇文士的例子，在唐代的王侯名公之間所在多有。可見在當時尚文的

風氣之下，文學之士所受的的待遇是非常特殊的。 
  有著這樣的社會風氣，又加上科舉的施行，遂逐步地將魏晉以來講究個人門

第出身的情況改變過來。這當然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太過於重視在個人的文學才

華，相對就忽略了一些其他也相當重要的東西，於是也並不是完全沒有後遺症。

關於過度重視進士科的後遺症，陳寅恪先生概述這一批以文學才華入仕人物的言

行特徵時曾指出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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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種社會階級重詞賦而不重經學，⋯⋯尚才華而不尚禮法，以故唐代進士

科，為浮薄放蕩之徒所歸聚，與倡伎文學殊有關聯。5  
 
陳寅恪先生指出這一批文學之士「尚才華而不尚禮法」，確實是一針見血地道出

他們言行表現的缺憾，如前引「王翰」條云：「家畜聲伎，目使頤令，自視王侯，

人莫不惡之。」又如「李邕」條云：「邕資豪放，不能治細行，所在賄謝，畋游

自肆，終以敗云。」等都是可以證明陳寅恪先生之言是有根據的。而陳先生文中

又指出這種特殊的情況，和倡伎文學有一定的關聯，這是相當精確的描述。然而，

尊崇文學之士為何會和倡伎文學相關聯呢？「不尚禮法」雖然是一個重要的原

因，可是如果只是如此的話，這一批文學之士應該會受到當代嚴厲批判才是，問

題是，他們在當代的文學地位卻並沒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負面影響。所以「不尚

禮法」雖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或許更有其他的原因在作用著。至於有何種其

他的因素在起作用，龔鵬程先生的說法，是值得參考的。他說： 
 
   新科進士，本身即為一「文學獎」的優勝者，他們可獲得群眾的仰慕、歡

呼、官爵，和美女。但這份榮耀並不專屬於他們個人，而是文學的價值與

尊貴，通過了他們這些具體的人物，來接受群眾的歐呼，再一次提醒大家：

文章有價，不可輕忽。6 

 

龔先生的這一段話，對於這一批文學之士所以受到尊崇的原因，從更正面的角度

切入，即由於尊崇文學，故那些擅長文學的人，在當代取得類似於「偶像」的地

位，享受著社會上下對他們的仰慕。因為對他們產生如「偶像」般的仰慕，故給

予他們種種的特權待遇；相對的，由於這一批文學之士在當代擁有如此特殊的「偶

像」地位，這就進一步提昇他們那種自視不凡的心態，於是他們視高官厚爵為囊

中物，等待他們憑藉個人的才華俯拾；享受世人提供的一切聲名、美女，任由他

們去品嘗。從這一個角度切入去看，唐代文人普遍的那種「不尚禮法」所表現出

來的言行，進而與倡妓文學相關聯的原因，或許在某種程度上，正是整個社會所

蘊藉、鼓舞出來的。 
  在這樣的社會現狀之下，一個擁有文學才華的人，既可藉由文學平步青雲，

以布衣之身直取公卿，遂行自己道濟天下的理想；又可以因文學之名，享受著奢

華美好的人生。這是在尚文風氣下，所形成的一種特殊的社會背景。了解唐代社

會對文學的這種崇拜風氣，再來讀徐彥伯〈擬古二首〉的第二首，我們就更能體

會他們那種「歌笑當及春」的心態是如何形成的了。詩云： 
 
   讀書三十載，馳鶩周六經。儒衣干時主，忠策獻闕廷。一朝奉休盼，從客

廁群英。束身趨建禮，秉筆坐承明。廨署相填噎，僚吏紛縱橫。五日休澣

                                                 
5 《元白詩箋證稿》頁 86 陳寅恪著 台北世界書局出版發行 中華民國六十四年三月版 
6 同注 1 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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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屠蘇繞玉屏。橘花覆北沼，桂樹交西榮。樹棲兩鴛鴦，含春向我鳴。

皎潔綺羅豔，便娟絲管清。擾擾天地間，出處各有情。何必巖石下，枯槁

閒此生。（卷 76） 
 
其三云： 
 
   頹光無淹晷，逝水有迅流。綠苔紛易歇，紅顏不再求。歌笑當及春，無令

壯志秋。弱年仕關輔，簃門豁御溝。⋯⋯荷花嬌綠水，楊葉暖青樓。中有

綺羅人，可憐名莫愁。畫屏繞金膝，珠簾懸玉鉤。纖指調寶琴，泠泠哀且

柔。贈君鴛鴦帶，因以鷫鸘裘。窗曉吟日坐，閨夕秉燭遊。無作北門客，

咄咄懷百憂。（卷 76） 
 
筆者抄錄徐彥伯的這二首詩，是因為從其中可以相當清楚地看出，唐代知識份子

對自己生涯規劃的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模式：從少年努力讀書，以才華獲得當時的

重視，然後在仕途上充分發揮自己的政治才能，指揮若定地驅使著下僚辦事，實

現經濟蒼生的願望；而在休澣之時，則享受著豐盈的物質生活及聲色之娛。這是

唐代知識份子為自己的人生所描述出來的一個理想，非常的具體，也非常的實

際。從其中我們可以理解到，對於他們而言，人生一世是為了追求功名利祿的實

現，並享受現實人生的一切樂趣，在這樣人生理想的引導之下，他們會產生「歌

笑當及春，無令壯志秋」的心態，也就可以理解了。 
  實現這一個理想的關鍵，就在於能否順利登上仕途；而能否登上仕途的關

鍵，則是在尚文的社會風氣之下，自己的文學才華是否能充分地發揮出來。只要

自己具備有受到當代肯定的文學才華，則這一理想的實現，就是整個社會所允

許，甚至是加以贊美及歆羨的。如果這一理想的實現，又是在自己年青的時候即

達成，就更倍增光彩。就如同康正果先生論及唐代文人普遍的這種聲色之娛的生

活時說： 
 
   一個書生若能在年輕的時候金榜題名，獲得官位，他便走上了成功的道

路。對於任何一個書生，這樣的良好開端都是終身難忘的。富貴生活的主

要內容便是享樂，特別是聲色之樂，一個人只有在富貴的條件下才能享受

它，只有在年輕的時候才能充分地感受它的樂趣。7 

 

康先生的這一段話，很清楚地將徐彥伯的詩中所表現出來，唐代士人那種「歌笑

當及春」的人生觀給詮釋出來。並且更值得注意得是，他將功名的追求與現實的

聲色之娛作了清晰的聯繫，讓我們可以明白地掌握到「尚文」與「好狎」是如何

銜接在一起的。於是唐人那種追求「歌笑當及春」的心態下，所展現出來的種種

不尚禮法的行逕，應該就可以得到一定程度的說明。 

                                                 
7 《風騷與豔情》頁 246 康正果著 台北雲龍出版社出版 1991 年 2月：臺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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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文人這種不尚禮法的生活，最集中的表現，如康正果先生所言，就在於

對聲色之娛的追求。這在史書中對唐代文人的記載中，可以得到許多證據來支

持。如前引《新唐書‧文藝中》所載「王翰」條的內容；又如同書「文藝下」載

崔顥：「有文無行，好蒱搏，嗜酒，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另

外《開元天寶遺事》也記載： 
 
   長安進士鄭愚、劉參、郭寶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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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名園曲沼，藉車裸形，去其

巾帽，叫笑喧呼，自謂之顛飲。（「顛飲」條） 

 

   長安有平康里，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於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

牋名紙，遊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為風流藪澤。（「風流藪澤」條）8 

 

進士這種「顛飲」的行逕，以及每年新科進士遊謁妓院的風氣，當然不值得鼓勵；

然而如果從當時的社會背景來思考，卻是能夠理解的。正因為這一批進士在尚文

的社會中，擁有特殊的地位，及因此而來的特權，所以才會使他們在心態上目空

一切，無視所有的禮法規範，旁若無人地進行著一場又一場酒色狂歡，任性地享

受著世俗對他們的寵愛。 
  開、天盛世所養成文人這一種恃寵而驕的心態，並沒有因安史之亂的爆發而

消退。如中唐的權德輿，除了在上一節筆者所徵引的《廣陵詩》中，在享受妓遊

之後發出「肯學諸儒輩，書窗誤一生」的感嘆之外，他也在所作的〈放歌行〉一

詩中，表現了如徐彥伯類似的人生觀。他說： 
 
   夕陽不駐東流急，榮名貴在當年立。青春虛度無所成，白首銜悲亦何及。

拂衣西笑出東山，君臣道合俄頃間。一言一笑玉墀上，變化生涯如等閒。

朱門杳杳列華戟，坐中皆是王侯客。鳴環動珮暗珊珊，駿馬花驄白玉鞍。

十千斗酒不知貴，半醉留賓邀盡歡。銀燭煌煌夜將久，侍婢金罍瀉春酒。

春酒盛來琥珀光，暗聞蘭麝幾般香。乍看皓腕映羅袖，微聽清歌發杏梁。

雙鬟美人君不見，一一皆勝趙飛燕。迎杯乍舉石榴裙，勻粉時交合歡扇。

未央鐘漏醉中行，聯騎朝天曙色分。⋯⋯歲歲年年恣遊讌，出門滿路光輝

偏。一身自樂何足言，九族為榮真可羨。男兒稱意須及時，閉門下帷人不

知。年光看逐轉蓬盡，徒詠東山招隱詩。（卷 328） 
 
在這一首七言歌行長篇中，權德輿用鋪敘的寫法，展現了一位文人在「君臣道合」

之後，由布衣的身份，迅速轉變為公卿的經過。比較特別的是，在徐彥伯那裏，

多少還交代了從政過程，而權德輿的這一首詩，則完全把重點放在享樂生活的描

述上，從坐客身份的尊貴，代步車馬的華飾，到日以繼夜縱情地豪飲，姬妾的美

                                                 
8 《開元天寶遺事》卷上 頁 10，11 北京中華書局出版發行 1985 年北京新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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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無一不寫。更重要的是，這種生活的令人稱羨，是除了一己的享樂之外，連

自己的家屬也因此受惠，這才是另一種錦上添花的榮耀。「君臣道合」之後，一

位文人幾乎可以擁有人世間的一切，且能榮耀分享及於九族，在這種情形之下，

也難怪最後他會說「男兒稱意須及時，閉門下帷人不知」的話來。畢竟這種「閉

門下帷」的生涯，或許在精神層面是相當豐富的，但對唐代的知識份子而言，這

種生活太過於寂寞，也太過於蕭瑟，不是他們所追求的人生理想所在。  
  從以上幾位文人所描述的人生理想圖像的雷同性來歸納，幾乎可以確定，唐

代文人所在意、且汲汲去尋求實踐的理想，一方面當是在從政的「公」的生涯中，

可以獲得「利澤施於人」的經世濟民的名聲；另一方面，則是在個人的「私」的

領域中，享受著伴隨權力而來的富貴及聲色之娛。這兩種表面上看起來相互衝突

的生活方式，對於唐代的文人，由於是在「歌笑當及春」的心態下，將生活從「公」

及「私」的兩個向度加以區分，所以不僅不是一種衝突，相反的，它是現實的人

生最值得追求的理想。而將這兩種不同的生活加以綰結在一起，並使它得以實現

的憑藉，就是個人的文學才華。 
  從以上的論述，再來看中唐後期的元稹和白居易，就大概可以了解，早年的

他們為什麼在以直諫佐主自期的同時，卻又沈溺於聲色的生活方式了。 
  自初唐以來至中唐為止，將自己的冶遊經歷，毫不掩飾、且津津樂道，又滿

懷眷戀地寫入詩中的，大概始於白居易和元稹兩人。《才調集》中收有一首白居

易的詩，題為〈江南喜逢蕭九徹，因話長安舊遊，戲贈五十韻〉。在這一首詩中，

白居易就將當年在長安冶遊的情形，交代得具體而詳盡，其中描寫狎妓過程如下： 
 
   憶昔嬉遊伴，多陪歡宴場。寓居同永樂，幽會共平康。師子尋前曲，聲兒

出內坊。花深態奴宅，竹錯得憐堂。⋯⋯時世高梳髻，風流淡作妝。戴花

紅石竹，帔暈紫檳榔。鬢動懸蟬翼，釵垂小鳳行。拂胸輕粉絮，暖手小香

囊。⋯⋯結伴歸深院，分頭入洞房。彩帷用翡翠，羅薦拂鴛鴦。留宿爭牽

袖，貪眠各占床。綠窗籠水影，紅壁背青光。所鏡收花鈿，邀人解袷襠。

暗嬌妝靨笑，私語口脂香。怕聽鐘聲坐，羞明映縵藏。眉殘蛾翠淺，鬢解

綠雲長。 
 
這是白居易在被貶出為江州司馬之後，對自己早年在長安生活的一段翔實的記

錄。文中對自己冶遊的經歷的描述，可謂鉅細靡遺。從進入平康里這一個「風流

藪澤」開始敘述，仔細地用工筆刻劃這些妓女的彩妝、手飾、歌舞，並交代在酒

闌人散之後，更各自攜帶女伴回到擺設奢華的房間內侍寢的情形。在同一個時期

又有另外一首題為〈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的詩，中有「憶昔貞元歲，初登典校

司」二句，可見也是對早年生活的一段回憶。時間是在德宗貞元十九年（803），
白居易初授校書郎時期，詩中寫出兩種截然不同的生活方式，一種是： 
 
   徵伶皆絕藝，選妓悉名姬。粉黛凝春態，金鈿耀水嬉。風流誇墮髻，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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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啼眉。密坐隨歡促，華尊逐勝移。香飄歌袂動，翠落舞釵遺。⋯⋯（卷

436） 
 
白居易在詩中描寫的是自己初登仕途，身為校書郎時的生活，其中充滿了徵逐聲

色，享受醇酒美人的美好回憶；然而在同時，他又有另一種完全不同的一面，他

說： 
 
   每列鵷鸞序，偏瞻獬豸姿。簡威霜凜冽，衣彩繡葳蕤。正色摧強禦，剛腸

嫉喔咿。常憎持祿位，不擬保妻兒。養勇期除惡，輸忠在滅私。下韝驚燕

雀，當道懾狐狸⋯⋯（同上卷） 
 
在這裏白居易所表現的，完全是一位剛強持正，敢於向一切惡勢力挑戰的風骨凜

然的正直官員。在同樣的一個時期，同樣的一個人，在同一首詩中，卻呈現出兩

種全然不同的形象，並且作者本人絲毫不覺得有什麼衝突。這意味著什麼呢？或

許只能說，在他們而言，這就是他們視為理所當然的生活方式。因此批評他們「不

尚禮法」，可能不足以說明他們生活中截然不同的兩個向度。但是如果從上述筆

者所歸納出來的「公」、「私」兩種不同向度的行為模式來理解，這種看似相互衝

突的兩種生活，或許可以看成是唐代士人那種狂傲奔放性格的展現：它一方面表

現為積極用世，以期建立功業、利澤施人的從政態度；另一方面則表現在聲色徵

逐上，以不羈禮法的行逕來揮灑他們的生命力。 
  早年的白居易如此，元稹也是如此。《新唐書》本傳稱他「元和元年舉制科，

對策第一，拜左拾遺，性明銳，遇事輒舉。」且又載： 
 
   ⋯⋯又陳西北邊事，憲宗悅，召問得失。當路者惡之，出為河南尉，以母

喪解。服除，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違詔過賦數百萬，

沒入塗山甫等八十餘家田產奴婢。時礪已死，七刺史皆奪俸，礪黨怒。俄

分司東都。（卷 174） 
 
從史書載元稹對節度使嚴礪彈劾的一事看來，我們可以發現到，元稹初入仕時，

和白居易一樣，也是一位戮力國事，敢於不避權臣為民眾申張正義的剛正官員。 
  然而這樣一位正直敢言的官員，卻同時也是一位私生活上多彩多姿的風流文

士，其具體的例證即在他自述這些風流韻事的〈夢遊春〉詩中。這首分成上下兩

部份，前段即自敘其冶遊的經歷，詩云： 
 
   昔歲夢遊春，夢遊何所遇。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身回夜合偏，

態斂晨霞聚。睡臉桃破風，汗妝蓮委露。叢梳百葉髻，金蹙重臺屨。紕軟

鈿頭裙，玲瓏合歡袴。鮮妍脂粉薄，闇澹衣裳故。最似紅牡丹，雨來春欲

暮。⋯⋯（卷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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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中所呈現穠豔的冶遊過程，對於年輕時的元稹來說，是一種「果遂平生趣」的

遇合，則其中所透露其私生活的情況，也就不言而喻了。然而這種私生活上的冶

遊行為，是否會因此而使元稹遭到當時人的批評呢？這一首詩的下半段，就透露

了一些相當有用的訊息。這首詩的下半段，是從元稹了卻這個「平生趣」之後開

始，他轉向當時的高門女子尋求婚姻的結合，即詩中所謂的「近作夢仙詩，亦知

勞肺腑。一夢何足云，良時事婚娶。」陳寅恪先生對這首詩所反映的社會情形，

有相當中肯的說明。他說： 
 
   微之所以棄雙文而娶成之，及樂天公垂諸人之所以不以此事為非，正當時

社會輿論道德之所容許。
9  

 

陳先生的這一段說明是很重要的。因為它說明了元稹在私生活上的冶遊行為，其

實是當時的社會輿論道德之所容許的。正因為是社會道德輿論所認可的，所以他

拋棄了這一段私生活的情感經歷，轉向適合他身份的高門求娶女子成婚，也被視

為是理所當然的。既然如此，元稹將這些風流韻事寫入詩中，在當時的社會背景

之下，或許並不是一件會因此而招來輿論攻訐的事。如此一來，對於元、白在以

剛直敢諫立朝的同時，何以卻又公然地優遊於聲色之中的情況，就可以得到比較

清楚的了解。 
  從元、白早年的言行表現裏，我們可以發現，他們一方面在私生活上毫無避

諱地流連在聲色享樂之中；同時在政壇上卻又剛直敢言，表現出凜冽的士人風

範，這種乍看來互相衝突的行為模式，在他們而言是不成問題的。何以會如此呢？

韓愈在《送李愿歸盤谷序》藉李愿之口描述當時所謂「大丈夫」的生活方式，是

相當具有啟發性的。他說： 
 
   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堂，進退

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

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裙，粉

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

用力於當世之所為也。10 

 
在韓愈的這一篇文章中，他很清楚地表示，就當時的風氣而言，當一位士人遇知

於天子，登上仕途之後，在立朝之時，應當慷慨陳言，輔佐天子；在公餘之暇，

則當享受聲色所帶來的樂趣，這本是唐代許多士人終身追求的理想生活。既然它

是一種理想，那麼當它有機會實現時，又有什麼好懷疑和不安呢？於是像元、白

                                                 
9 同注 5 頁 95  筆者按：陳先生認為雙文即夢遊春詩中的女主角，成之則是元稹之妻韋叢的字 
10 《古文觀止》頁 647 周振甫‧傅璇琮‧曹道衡‧沈玉成等譯注 蔡宗陽審訂 台北建宏出版

社發行 1997 年 7月初版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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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生活方式，正是當時人所謂「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力於當世者之所為

也。」這在當時人看來，並沒有任何不妥之處，甚至是一種令人稱羨的生活。 
  從這一個角度切入，我們再來看晚唐許多著名詩人的言行，就可以知道那看

似矛盾的情形，其實都是可以理解的。如《唐語林》載杜牧： 
 
   少登第，恃才喜酒色，初辟淮南牛僧孺幕，夜即遊妓舍，廂虞侯不敢禁，

常以牓子申僧孺，僧孺不怪。11 

 

   杜牧舍人，恃才名，頗縱聲色，嘗自言有鑒別之能。聞吳興郡有佳色，罷

宛陵幕往觀焉。使君聞其言，迎待頗厚。12 

 

從這兩條資料中可以發現，杜牧在私生活上面，並不是一位能謹守禮法的人；而

他這種浪漫的行逕又和「恃才」有關，可見唐代那種「尚文好狎」的士人風習，

在他的身上是完全體現出來的。更值得注意的是，他身為牛僧孺的幕僚，卻不斷

地犯禁，夜遊妓舍，牛僧孺雖然知道，卻「不怪」；又他到吳興郡的目的，就是

要去觀其「佳色」，而吳興郡守的反應卻是慎重其事地「迎待頗厚」。杜牧官銜並

不高，權位也不重，卻受到如此特殊的待遇，亦可以佐證當時的人對具有才氣文

名的文人，是如何地禮遇及優容。 
  但是這樣一位在私生活上浪漫自適的人，卻在《唐故平盧軍節度巡官、隴西

李府君墓誌銘》中，藉李勘的口指責元、白說： 
 
   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

流於民間，疏于屏壁，子女父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

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13
 

 
從文中他批評元、白許多詩作為「纖艷不逞」、為「淫詞媟語」，可知他的強烈不

滿；而這種不滿又著眼於元、白詩作的廣大社會影響力。然而這種指責，對照於

杜牧本身的私生活，是完全格格不入的。因此楊慎就頗不以為然地說： 
 
   杜牧嘗譏元、白云：淫詞媟語，入人肌骨，吾恨不在位，不得以法治之。

而牧之詩淫媟者與元、白等耳，豈所謂睫在眼前猶不見乎？14 

 
楊慎對杜牧的批評，顯然就是認為杜牧在詩中也寫下一些自己的浪漫情事，既然

                                                 
11 同注 3 卷七「補遺」頁 187   
12 同上注 
13 《杜牧詩文集》（下）卷九頁 475 唐．杜牧著 張松輝注譯 陳全得校閱 台北三民書局西

元 2002 年十月初版一刷 
14 《升庵詩話》卷九 頁 9 明．楊慎著 收於《歷代失話續編》（下）丁仲祜編訂 台北藝文

印書館發行 中華民國七十二年六月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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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又有什麼立場來指責元、白呢？楊慎的批評不為無理，但是如果我們把唐

人那種公私生活完全不同的行為模式考慮進去的話，就會了解，當杜牧在批評

元、白時，是從關懷社會風氣的從政者的「公」的立場來發言的，這和他個人在

「私」的生活上的感情經歷是並不相涉的。不過從「公私分明」的這一角度來看，

元、白一手寫自己旖旎浪漫的感情生活，一手以從政的立場寫新樂府批判社會風

氣，此一行為模式確實和杜牧是一致的，只不過杜牧對自己的生活方式太過於理

所當然，以致未能發現其中的矛盾罷了。所以從這種共同的行為模式來看，楊慎

的批評雖然掌握了杜牧的矛盾，可是卻沒能正確地替元、白辯解，只是對雙方相

同的主題，都表示了不滿而已。 
  和杜牧相同的行為模式，也出現在溫庭筠的身上。他具有才名，在作品中也

都表現了對於政局昏暗的不滿與關懷，卻也同時在言行上受到疵議，如《新唐書‧

溫大雅》附傳中說溫庭筠：「然薄於行，無檢幅。又作側辭豔曲，與貴冑裴諴、

令狐滈等蒲飲狎昵。」（卷 91）可是在《唐才子傳》「邵謁」條中，我們卻可以
看到一位完全不同面貌的溫庭筠。書載： 
 
   咸通七年（指邵謁）抵京師，隸國子，時溫庭筠主試，憫擢寒苦，乃榜謁

詩三十餘篇，以振公道。曰：「前件進士，識略精微，堪裨教化，聲詞激

切，曲備風謠，標題命篇，時所難著，燈燭之下，雄詞卓然。誠宜榜示眾

人，不敢獨專華藻，仍請申堂，并榜禮部。」15 

 
從上文中說溫庭筠在主試時能「憫擢寒苦」來看，這豈只是一位被批評為「薄於

行，無檢幅」的文人所能作到的；而從他將邵謁的詩榜於眾，以振公道的堅持，

又可看出他為拔擢寒士，意欲藉輿論來促使權臣不敢上下其手所下的苦心，這又

是何等耿直的作風；並且他推崇邵謁的理由是「識略精微，堪裨校化」，這又豈

是一位只會「作側辭豔曲」的文人所能有的識見。筆者提出這些說明的原因，並

不在反駁溫庭筠在私生活上，有所謂「薄於行，無檢幅」的事實，只是在強調他

在從事所謂「公」的領域的工作時，其實也有相當值得肯定的一面。因為惟有如

此，或許我們才不會陷入前人從私行上著眼，出現所謂「輕薄文人」的片面看法。 
  另外像是《香奩集》作者歸屬的爭議，其中部份的原因可能也是沒有將唐人

這種「歌笑當及春」的心態考慮進去所造成的結果。如胡應麟認為應該不是韓偓

之作的原因是： 
 
   第偓當亂離之際，以忠鯁幾殺身，其詩氣骨有足取者，與《香奩集》不類。

謂凝及熙載，則意頗近之。16 

 

                                                 
15 《唐才子傳校箋》（三）卷第八 頁 453～454 元．辛文房著 傅璇琮主編 北京中華書局

1990 年 5月第一版 2000 年 2月第二次印刷    
16 《詩藪．雜編》卷四「閏餘」上 頁 891～892 明．胡應麟著 台北廣文書局有限公司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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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應麟以為《香奩集》不是韓偓之作的原因，理由即是從韓偓以「忠鯁」事主的

行事原則，以及他在《香奩集》以外作品表現出可取的「氣骨」，這兩點出發來

作判斷。韓偓的行事從《新唐書》卷 183本傳來看，確實是可以稱得上「忠鯁」；

而他在《全唐詩》卷 680～683 所著錄的四卷詩中，除《香奩集》以外的其他三

卷詩的風格，也確實和《香奩集》有很大的不同，因此胡應麟的說法並非無據。

然而如果因此就據以斷定《香奩集》非韓偓之作，則以同樣的標準來看待元、白

的作品，又該如何解釋呢？畢竟元、白二人的作品中，既有書寫冶遊的經歷者，

同時也有極具批判性的「新樂府」之作，況且這些作品相當多都還是出現在同一

個時期。所以筆者以為，《香奩集》的作者容或仍有爭議，可是從唐人那種「歌

笑當及春」的心態來思考，韓偓一方面在「公」的領域遇知於天子，以「忠鯁」

的原則事奉君王；另一方面在「私」的生活方式享受聲色之娛，並把它寫在詩中，

這並非完全不可能。再說，除《香奩集》以外，在韓握其他的作品中也並非完全

沒有述及私人情感經驗者。如《全唐詩》卷 682有〈余作探使以繚綾手帛子寄賀

因而有詩〉及〈別錦兒〉兩首詩，詩云： 
 
   解寄繚綾小字封，探花筵上映春叢。黛眉印在微微綠，檀口消來薄薄紅。

綆處直應心共緊，砑時兼恐汗先融。帝臺春盡還東去，卻繫裙腰伴雪胸。 
 
   一尺紅綃一首詩，贈君相別兩相思。畫眉今日空留語，解佩他年更可期。

臨去莫論交頸意，清歌休著斷腸詞。出門何事休惆悵，曾夢良人折桂枝。 
 
第一首詩當是韓偓初及第，被推為新科進士「探花使」時所寫的作品。從其中我

們可以看到晚唐新科進士狎遊北里的情況，這和晚唐孫棨《北里誌．序》中所敘

的內容是完全一致的。孫棨說： 
 
   自大中皇帝好儒術，特重科第⋯⋯然率多膏梁子第，平進歲不及三數人，

由是僕馬豪華，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為兩街探花，使鼓扇輕浮，仍歲

滋甚。⋯⋯諸妓皆居平康里，舉子、新及第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

直館殿者，咸可就詣。17 

 

因此從這首詩我們可以發現，韓偓在初及第時，也和當時的新進士一樣，同樣享

受著由登第所帶來的世俗的特殊寵愛。而在第二首〈別錦兒〉詩的詩題下，有一

段小序說：「及第後出京，別錦兒與蜀妓。」這一小段文字已經將詩的內容交代

得十分清楚，不需要再多作詮釋。可見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之下，這種狎遊聲妓的

情形，應該只是文人生活中的一部份，和他們在立朝時的表現，並沒有太多的關

聯。這就再一次印證了筆者前所一再強調的，他們是將「公」、「私」兩個領域作

                                                 
17 《北里誌》唐翰林學士孫棨撰 收入楊家駱主編之《增補筆記小說名著第一集》中 台北世

界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 80 年 6月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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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相當清楚的區分，而作用於其間的則是一種「歌笑當及春」的心態。因此如果

企圖從「公」的從政立場來涵蓋「私」的個人感性生活，且作出「一以貫之」的

解釋，恐怕會遭遇到許多扞格的情況。 
  對唐人這一種特殊的生活型態的解釋，霍然先生的說法是值得參考的。他說： 
 
   唐代風教廢弛，文人士大夫並不諱言情欲，且不說盛唐時的放蕩不羈⋯⋯

即使是中晚唐文人與情人的交往（如元稹與薛濤），也盡可以明言直說，

而不必嬌羞靦腆扭扭捏捏；宋代朱熹以後才在思想領域確立統治地位的那

套戒律森嚴的封建禮法，對唐人來說，不啻夢魘，是不存在的。18 

 
霍先生從唐代士林風習的描述切入，指出唐人並不諱言情欲的具體事實，並以南

宋朱熹為代表的理學思想樹立權威之後的影響來作參照，突顯唐代文人與後代文

人在風習上的不同，是相當值得注意的說法。從這一點來延伸解釋，唐代以後的

學者在評論唐人這種「歌笑當及春」的狎遊生活型態時，往往會有所批評，其中

部份的原因，應該就和理學興盛之後，敦尚禮法，文人注重對自己私德的矜持觀

念有一定的關係。可是就唐代當時的社會風氣來看，這種敦尚禮法的觀念似乎不

是他們唯一的行為準則 ，也不完全是他們所追求的理想生活方式。 
  因此，從唐代文人所追求的理想生活來著眼，他們所肯定的是一種「歌笑當

及春」的生活方式。他們生活在一個「尚文」的社會之中，因為「尚文」，所以

尊崇具文學才華的文士；又出於尊崇文士的心態，所以帝王不惜官爵厚祿予以富

貴，公卿王侯待文士若師友，而下階層的民眾則忘情地給予他們一如「偶像」般

的特權與掌聲。簡單來講，世俗生活中一切美好的人、事、物，都是準備用來榮

耀文學之用的。以故，文士們一方面用文學才華來獵取功名，進入仕途，並以利

澤蒼生的功業自期，這是他們表現在仕途上的積極作為；另方面也以他們的文學

才華來誇耀世俗，享受著世俗給予他們的禮遇與優容，藉此縱放於禮法之外，於

是聲色之娛成為他們私生活中理所當然的一部份。筆者認為，這應該也是綺豔詩

所以盛行唐代不替的重要原因之一。 
 
      

                                                 
18 《唐代美學思潮》頁 317 霍然著 高雄麗文文化事業股份公司出版 1993 年 10月初版一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