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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時代精神的變遷 

 

  由於玄宗晚年怠於政事，先後任用李林甫和楊國忠為相，又寵任安祿山，致

使國政大壞，終於爆發了「安史之亂」。《通鑑》卷 217玄宗天寶十四載（755）
說明大亂發生的原因云：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

亂。會楊國忠與安祿山不相悅，屢言安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

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 

 
由此段史料可見，玄宗寵任安祿山使其坐大，又任楊國忠為相，楊國忠為持祿保

位，想利用玄宗剷除安祿山，逼使安祿山不得不提前在天寶十四載（755）十一
月甲子，以十五萬眾起兵范陽，釀成巨禍。這一場大變歷時八年，至代宗寶應二

年（即廣德元年 763）才勉強平定。然唐王室並未因此有太多喘息的時間，因
為在同年十月，吐蕃即趁唐室危亂，侵擾邊境，進而攻陷長安，代宗奔陜州，賴

郭子儀收復京師，乘輿才得以反正。 
  緊接著下來，唐王朝國勢如江河日下，內有宦官擅廢立之權，外有藩鎮日益

坐大，史稱當時藩鎮的情況是：「官爵、甲兵、租賦、刑殺皆自專之」（《通鑑》

卷 225大歷十二年（777）），可見根本就是一個完全獨立於朝廷之外的小王國，

再加上吐蕃、回紇等外族的威脅，國事益加不堪。 
  德宗即位之初雖有心振作，卻因為生性多忌，又任用盧杞為相，於是在建中

三年（782），河北四鎮全叛；建中四年（783），下詔涇原兵入援，卻又因處置兵
士賞賜問題不當，引發了兵變。德宗出奔奉天，長安再度淪陷。這一場大亂持續

到德宗興元元年（784）七月，才在李晟、渾 、陸贄等文武大臣的努力之下平

定。然而德宗並沒有因大亂而反省自己的個性，反而令宦官復典禁兵，《通鑑》

卷 231 興元元年（784）載：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

貞得罪，上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

罷之。戊辰，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

官分典禁旅。 

 

這一個措施，使宦官再度得勢，且權傾中外，擅廢立之權，終唐之世不可復奪。 
  從玄宗天寶十四載末，至德宗興元元年，近三十年的時間，四位皇帝中有三

位曾因避兵亂而離開長安，政局之混亂、危殆由此可知。 
  這麼長時間持續不斷的兵連禍結，必然會對國家元氣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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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活於其中的人民更是流離失所，無處哀告。在這巨變陰影的籠罩之下，時代

精神也隨著產生了明顯的變化。 
  明朝胡應麟在論及盛、中、晚唐三個時期的詩風所以不同時，說「故知文章

關氣運，非人力。」1又說「元和如劉禹錫，大中如杜牧之，才皆不下盛唐，而

其詩迥別，故知氣運使然，雖韓之雄，柳之古雅，不能挽也。」2其中連用「氣

運」二字來說明詩風的轉移，指出時代局勢的巨變和詩人心態的轉換有著具體而

微的互動，是十分值得參考的。   
  這種時代精神的變遷，表現在以書寫女性及男女情愛為主題內容的這種「綺

豔題材」之創作時，首先比較明顯的特徵，是詩人的創作方向，由以往的向外泛

寫閨怨主題，轉而向內書寫與自己有切身關係的夫婦之情；其次則是士人的思想

由早期的理想高舉，轉向世俗化的享樂，其中又包含了因對政局的無奈，藉聲色

之娛來排遣自己投閒置散的生活。以下筆者就從這兩部份來作簡略的說明。 
 

第一節 詩人情感向家庭的回歸 

 
  就筆者檢索《全唐詩》所得，在盛唐以前，於詩題上明顯標出「寄內」或「贈

內」作品的，似乎只有初唐時期崔融的〈塞上寄內〉一首。這種情況，一直到盛

唐李白的晚年，才有一些轉變。在李白的集中，寫給自己妻子的作品，計有〈別

內赴徵〉、〈秋浦寄內〉、〈自代內贈〉、〈秋浦感主人歸燕寄內〉、〈送內尋廬山女道

士李騰空二首〉、〈在潯陽非所寄內〉、〈南流夜郎寄內〉共七題八首。這其中更引

人注意的是，除了〈別內赴徵〉、〈送內尋廬山女道士李騰空二首〉之外，其餘的

作品，都是在肅宗至德元載（756）及以後的作品。也就是說，都是出現在安史

之亂發生之後，而且詩中的情調，與太白早期那種壯思逸興的風格有顯然的不

同。如在〈秋浦感主人歸燕寄內〉詩的結尾說：「我不及此鳥，遠行歲已淹。寄

書道中嘆，淚下不能緘。」（卷 184）在這詩中因離家別內而感傷的李白，與在

〈別內赴徵〉詩中「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行幾日歸。歸時儻配黃金印，莫學

蘇秦不下機。」那種意氣昂揚、自信滿滿的李白，幾乎判若兩人。 
  同樣是出門在外，何以在感受上有如此巨大的不同呢？據王琦年譜，〈別內

赴徵〉是玄宗天寶元年（742）時，太白因道士吳筠的推薦，經玄宗下詔徵入長
安時所作；3而〈秋浦〉一詩，則據詹瑛之注，當是肅宗至德元載之作。4從作品

繫年上可知，一者作於開、天盛時，一篇作於安史亂後。因此，如果假設李白所

以會有如此巨大的心情上的不同，或許和安史之亂的爆發，懸念自己妻子的安危

有關，應該是合情理的推測。 

                                                 
1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 頁 190 明．胡應麟著 台北廣文書局發行 中華民國六十

二年九月初版 
2 同注 1 內編 進體上「七言」 頁 254 
3 《李太白集校注》（二）「附錄一」 王琦撰〈李太白年譜〉 頁 1755   
4 同注 3  頁 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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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接著，年譜載李白在至德元載（756）「及璘擅師東下，脅以偕行。」到至

德二載（757）「二月，永王璘敗，太白亡走彭澤，坐繫潯陽獄。」5於是寫下了

〈在潯陽非所寄內〉，詩云： 
 
  聞難知慟哭，行啼入府中。多君同蔡琰，流淚請曹公。知登吳章嶺，昔與死

無分。崎嶇行石道，外折入青雲。相見若悲嘆，哀聲那可聞？（卷 184） 
 
從詩中所云「多君同蔡琰，流淚請曹公」二句，詹瑛斷定李白之妻曾為他的入獄

奔走營救，應該是可信的。如按《新唐書》卷二百二本傳的記載，「曹公」當是

指郭子儀。因為妻子的多方營救，於是免去死罪，改流放夜郎，而有〈南流夜郎

寄內〉之作。 
  從以上的分析來看，李白晚年所寫給妻子的作品，均與安史之亂有關。可見，

因處於兵亂之中，家人之間的情感聯繫，才突顯出重要性，且妻子的奔走也是李

白所以能獲免的重要原因。這都顯示了夫婦之情，及對家人的顧念，在動盪危亡

的時代裏，慢慢地成為詩人心中關注的主題之一了。 
  這一方面，在杜甫的作品中表現得更為清楚。如〈月夜〉云：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

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卷 224） 
 
此詩根據黃鶴之注云：「天寶十五載八月，公自鄜州赴行在，為賊所得，時身在

長安，家在鄜州，故作此詩。」6由此注可知，當安史之亂時，杜甫因陷身長安

之中，引發他對遠在鄜州妻兒的強烈思念。然而這一首詩中，杜甫只是思念而已，

在《述懷》詩中，就更有了憂懼的心情了。他在詩中說：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衣見天子，衣袖

露兩肘。⋯⋯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

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興，生平

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卷 217） 
 
這一首詩黃鶴是繫在肅宗至德二載（757）7，杜甫官拜拾遺時之作。詩中對自己

家人安危的懸念，表現德更為激切，原因出於戰爭中「殺戮到雞狗」的殘酷現狀

的危懼。其中「反畏消息來，寸心亦何有」二句，如今讀來，仍令人感同身受。 
  這種對處戰亂之中家人生離死別的憂慮及懸念，在《羌村三首》其一中，雖

因得以生見家人而獲得些許的安慰，然而那種隔世之感的迸發，卻更令人不忍。

                                                 
5 同注 3 頁 1768 
6 《杜詩詳注》卷四 頁 309 清．仇兆鰲著 台北里仁書局發行 中華民國六十九年七月三十

日版 
7 同注 6 卷五 頁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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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詩云： 
 
   崢嶸赤雲西，日腳下平地。柴門烏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

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嘆亦歔欷。夜闌更秉

燭，相對如夢寐。（卷 217） 
 
詩中文字十分質樸，描寫村落田家的情景，千載之下仍如親見，而貫注其中對家

人的深情，更使得全詩在質樸之中盈溢著淳厚的氣息。 
  接下來杜甫又有〈北征〉、〈自閬州領妻子卻赴蜀山行〉、〈江村〉等詩，對妻

兒的深厚情感，均因在兵馬倥傯的時代裏顯得異常突出。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安史之亂爆發之後，面臨著憂難變動的時局，初

盛唐詩人那種四出漫游求宦，相對忽略家庭妻兒重要性的情況，已經有了重大的

改變。筆者舉李、杜為例，重點就在於突顯其中的轉折。從這個轉折或許可以約

略窺見，當唐代社會政治局勢遭逢巨變時，生活於其中的人們，在關注焦點上一

些微妙的變化。 
承繼著「安史之亂」爆發以來，詩人這種心境上的轉變，從約在大歷時期的

一位並不著名的詩人張叔卿的〈流桂州〉詩中，表現得十分具體。詩云： 
 
   莫問蒼梧遠，而今世路難。胡塵不到處，即是小長安。（卷 272） 

 
這首詩從詩題來看，就知道是作於詩人被貶謫流放桂州的作品。這本該是個人仕

宦生涯中的一大打擊，可是他所聊以自慰的，竟是以能離開兵禍交加之地為幸。

人心厭戰的情形，從這一首詩中表露無遺。又如元和時期一位詩人費冠卿在〈不

赴拾遺召〉詩中說： 
 
   君親同是先王道，何如骨肉一處老？也知臣子合佐時，自古榮華誰可保。

（卷 495） 

 

詩中明確地表示，雖然臣子佐時乃份內之事，然而畢竟不如全家生活在一起來得

重要，詩人在這裏所表現的價值判斷已經十分清楚了。這一種作品如果和安史之

亂之前李白在〈南陵別兒童入京〉詩中說： 
 
   ⋯⋯游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

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卷 174） 

 

這種昂揚的精神相比較，不過短短數十年光景，詩人們的心態和價值判斷差異性 
之大，可清楚地看出來。 
  這種心態和情感上的轉變，在正處開、天盛世的李白而言，個人的出處及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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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追求，由於大環境的許可，使他得以「仰天大笑出門去」，完全不必因離鄉

背井，而時時懸掛家人的生活；相反的，在安史之亂以後，隨著內憂外患的接踵

而至，一旦出游仕宦，極可能就由生離變成死別，於是在兩難的情況之下，開始

出現了上述不同於以往的抉擇。 
  從以上簡單的對時代氛圍轉變的描述，我們再來看中唐許多詩人以夫妻之情

為主題的作品，就比較能理解他們的心情了。 
  在中唐以「寄內」或「贈內」為題的詩中，從感情的性質來區分，大抵上可

以分成兩類。一種是情感上相當黯淡的「悼亡」主題，其中多少又包含自己仕途

蹇躓之感的悲哀，這方面以韋應物和元稹為主；另一種則是相對比較明朗的作

品，或是因暫時分離而起的思念，或是訴說相互關懷的家常話，或是表現因妻子

得以分享一己榮耀的喜悅，這種作品則以權德輿和白居易的詩作最具代表性。 
 
一、韋應物與元稹「悼亡」主題的作品 
從詩人活動時間的先後次序來看，韋應物的十九首悼亡詩是十分值得注意 

的。因為在此之前，唐詩中似乎沒有這種悼念自己妻子的作品，韋應物不僅數量

多，且情感相當真摯而感人。 
  《唐才子傳》載韋應物年輕的時候「尚俠，初以三衛郎事玄宗；及崩，始悔，

折節讀書」8這應該是可靠的。因為韋應物在許多詩中，都曾提及自己早年在天

寶時期扈從游幸的行逕，其中又以〈逢楊開府〉一詩，對自己早年的「尚俠」生

活交代的相當仔細。詩云： 
 
   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蒲局，暮竊

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

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卷 190） 

 

從這一首「自白」作品中，可以清楚地了解到韋應物早年的生活方式。這一段豪

縱不羈的青春歲月，詩中云終止於玄宗崩殂之後，則應是在肅宗上元二年（761）
四月之前。然自天寶十五載六月（756）玄宗避亂西奔時起，已不再掌握實權，

當然曾是玄宗侍衛的韋應物，也不可能如前期那樣過著「朝持樗蒲局，暮竊東鄰

姬。司隸不敢捕，立在白玉墀」的生活；相反的，因遽遭兵亂之故，開始面對一

種「憔悴被人欺」的日子。這種難堪的日子，他在一首《溫泉行》中說得更為具

體，他說此時的遭遇是「可憐蹭蹬失風波，仰天大叫無奈何。弊裘羸馬凍欲死，

賴遇主人杯酒多。」 
  大概是出於這種冷硬現實的打擊，才使得這一位原本過著驕縱生活的韋應

物，翻然改轍，折節讀書，個性、生活都有了巨大的轉變，成為如《唐才子傳》

所描述「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必焚香掃地而坐，冥心象外」的高尚之士。

                                                 
8 《唐才子傳教箋》（二）卷四 頁 167 元．辛文房著 傅璇琮主編 北京中華書局出版發行 1987
年 5月第 1版 2000 年北京第 2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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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性格的重大轉變之後，同時詩風也轉向「閒澹簡遠，人比之陶潛，稱陶韋云。」

（卷 186小傳語） 
  從韋應物的這一段生活經歷的變化，可以清楚地呈現出安史之亂對當時人們

生活上的重大打擊，及因此所帶來思想上的轉變。韋應物的悼亡詩，就是在他中

年以後所寫下的。詩中的他，已非早年那位「朝持樗蒲局，暮竊東鄰姬」的輕狂

少年，而是一位深情的丈夫，一位慈藹的父親了。如〈傷逝〉云： 
 
   ⋯⋯結髮二十載，賓敬如始來。提攜屬時屯，契闊憂患災。柔素亮為表，

禮章夙所該。仕公不及私，百事委令才。一旦如閨門，四屋滿塵埃。斯人

既已矣，觸物但傷摧。單居移時節，泣涕撫嬰孩。知妄謂當遣，臨感要難

裁。夢想忽如睹，驚起復徘徊。此心良無已，遶屋生蒿萊。（卷 191） 

 
從這一首詩中，可以了解到韋應物對自己結髮二十年妻子的深情眷戀。其中提到

「提攜屬時屯，契闊憂患災」之句，可見夫妻二人的深厚情感正是建立在兵荒馬

亂的時代之中；而在韋應物入仕之後，公私無法兼顧的情形之下，妻子又以其賢

德令才操持家務，使他沒有後顧之憂，且又同時在公餘可以享受溫暖的家庭生

活，如《往富平傷懷》中所說的「昨者仕公府，屬城常載馳。出門無所憂，反室

亦熙熙。」可見在兵馬倥傯的時代環境之下，詩人多麼倚賴妻子在精神及家庭生

活上所供的支持和慰藉。然而也正因為這二十年夫妻淳厚的情感，才會使詩人在

妻子去逝之後，在心靈上感到沉重的、徬徨無依的落寞與哀傷。 
  這一份悲傷情感持續的時間大改概不短。因為在上舉二詩中，都提到在妻子

過逝之後，韋應物必須獨力撫養稚子幼女的辛酸，如「泣涕撫嬰孩」及「今者掩

筠扇，但聞童稚悲」的陳述。而在另一首〈送楊氏女〉中則說： 
 
   ⋯⋯女子今有行，大江泝輕舟。爾輩苦無恃，撫念益慈柔。幼為長所育，

兩別泣不休。⋯⋯自小闕內訓，事姑遺我憂。賴茲託令門，仁恤庶無尤。⋯⋯

居閒始自遣，臨感忽難收。歸來視幼女，零淚緣纓流。（卷 189） 

 

詩中提到韋應物這位嫁到楊氏家中的女兒「自小闕內訓」，可見這名女兒從小即

經喪母之痛，而且又提到「幼為長所育」，則她極可能就是韋應物的長女，並在

母親過逝之後，幼齡即代替母親照顧弟妹，因此長幼之間的情感非常深厚，才會

有「兩別泣不休」的真情流露。所以從詩中這名女兒的成長時間來推估，應該不

是一、二年的時間，並且從長幼之間的互動情形來看，韋應物在妻子過逝之後，

極可能並未續弦，才必須由長女來兼母職照顧弟妹。如果這個推論正確的話，則

這位曾作出「暮竊東鄰姬」這種輕狂行為的年輕人，經歷戰亂的煎熬之後，個性

變化之大，自可想見。同時亦可見出，這一份共經患難的夫妻之情，於韋應物而

言，是何等的重要且無可取代了。 
  並且在這首〈送楊氏女〉詩中，可以看到韋應物在妻子過逝之後，對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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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女的方式是「爾輩苦無恃，撫念亦慈柔」，兩句十字之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他是一位多麼體貼、慈藹的父親。除了自己承受喪妻之痛，以及應付現實生活之

外，尚能慮及幼兒稚女失去母親的悲傷，而以更加慈柔的方式來照顧這一群子

女。但是在嫁女之時，卻又擔心自己這種教養方式，會使女兒因缺乏母親的指導，

無法勝任為人媳婦的責任及工作，故而臨別之前又殷切地叮嚀女兒要謹守「孝恭

遵婦道，容止順其猷」的為婦之道。這種既憐惜女兒孤苦，卻又擔心她出嫁之後

無法適應的情感轉折，浸透了質樸的文字，使得全詩充滿了溫潤慈藹的父親形象。 
韋應物的活動時間剛好跨越盛唐到中唐，他的這一類詩中所表現出來丈夫及

父親的形象，除了杜甫之外，在初、盛唐的詩人作品中，是幾乎沒有出現過的；

因此從其中所透露出來因時代的巨變，所帶來詩人情感關懷的變化，是我們在觀

察時代精神轉移的一個相當具有代表性的個案。 
  韋應物之後，在悼亡主題寫作上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詩人是元稹。《全唐詩》

卷 404整卷都是悼亡詩，內容除了悼念自己的妻子韋叢（字成之）之外，又有哭

子及哭女二種。 
  元稹對妻子的悼亡詩和韋應物相比，有一些不同。其主要的差異在於，韋應

物和妻子的深厚情感，是在安史之亂的背景之下建立起來的；而元稹則是在仕途

的困蹇中，體會出「貧賤夫妻百事哀」的窘境，這一點可以從元稹活動期間來作

簡單的背景說明。 
  據《唐才子傳》載，元稹生於代宗大歷十四年（779），卒於文宗大和五年

（831），享年五十三歲9。就其活動期間來看，代宗以下凡六主，中間比較嚴重

的戰事，應該是發生在德宗建中四年（783）的涇原兵變，導致德宗出奔奉天一
事，這一年元稹才五歲，應該還不致於有太深的感受。自德宗貞元以後，到文宗

太和五年（831）之前，雖然唐王室的威信不斷地遭到挑戰，不過至少仍然保持

相對安定的局面，其間尤其是憲宗的努力經營，甚至出現短暫的「元和中興」的

盛況。並且對於晚唐政局影響極大，發生在文宗太和九年（835）的「甘露之變」

也尚在蘊釀之中，所以整體而言，政局還算穩定。因此，在元稹詩中所表現的夫

妻之情，和韋應物是有著相當程度的背景差異的。  
  就元稹的詩作來看，早年的他當有一段相當熱烈的感情經驗，如〈夢遊春七

十韻〉一詩的上半段，及〈贈雙文〉和〈會真詩三十韻〉等。然而這段感情卻在

種種因素的考量之下被元稹自己放棄了。10在〈夢遊春七十韻〉詩中，元稹對於

自己在這中間的心態轉變，有相當清楚的表述，他說： 
 
   ⋯⋯近作夢仙詩，亦知勞肺腑。一夢何足云，良時事婚娶。當年二紀初，

嘉節三星度⋯⋯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甲第漲清池，鳴騶引朱輅。⋯⋯

（卷 422） 

 

                                                 
9 同注 8（三）卷六 頁 24 
10 詳見陳寅恪先生著《元白詩箋證稿》第四章「豔詩及悼亡詩」頁 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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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其中我們可以看到元稹對於早年的這一段感情，是將之比喻成如夢一般；而當

他決定婚娶時，是回到現實的考慮，迎娶出身良好門第的韋叢。元稹的妻子韋叢

的表現如何呢？陳寅恪先生比較了元稹豔詩中的雙文，和悼亡詩中的韋叢之後

說，雖然韋氏是一名才藝平凡的婦女，但卻是一位「治家之賢婦」11。或許因為

如此，在妻子過逝之後，元稹為她所寫下的悼亡詩中，不像寫給雙文那樣充滿甜

美的回憶，而是一種質樸深厚的哀悼心情。這種心情在〈遣悲懷三首〉中，表現

得可謂淋漓盡致。詩云： 
 
   謝公最小偏憐女，嫁與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藎篋，泥他沽酒拔金釵。

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

（其一） 

   昔日戲言身後意，今朝都到眼前來。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開。

尚想舊情憐婢僕，也曾因夢送錢財。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

（其二） 

   閒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幾多時。鄧攸無子尋知命，潘岳悼亡猶費詞。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唯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

（其三）（卷 404） 

 
在第一首詩中，元稹連用六句寫妻子的安貧樂道及對丈夫的包容，至「落葉添薪

仰古槐」句時，誠如黃永武先生之言「秋風黃葉、古槐人影的景象，活現紙上。」
12於是一位深具婦德的女子形象乃躍然而出；最後以今日的富貴作為對比，突顯

出妻子不能與己同享的深切遺憾，哀惻之情溢於言表。第二首則是從夫妻當日的

一段玩笑似的對話入手，寫出今昔之感，接著藉描述處理瑣碎的日常事物，表現

對妻子過逝之後的思念，眷戀之深可想而知；「也曾因夢送錢財」一句，語樸而

情深，反映出對妻子生前物質生活困窘的不捨與自責，最後以「貧賤夫妻百事哀」

綰結。第三首則是從妻子的過逝聯想到自己淒涼的身世，對於必將到來的生命終

點的無奈，對於無子為後的遺憾，對於失去妻子的哀痛，這麼許多命運的摧折，

使得不過百年的生命，令人感到難以承受的沉重。如今妻子已逝，今生已矣，他

生難期，唯一可堪告慰於亡者的，只有從一個個因思念而無法成眠的夜晚來加以

悼念罷了。 
  這三首作品並沒有使用太多難解的典故，讀起來並不費力，完全是現實生活

的呈現，正因為如此，才容易在閱讀中引發強烈的共鳴。誠如陳寅恪先生說： 
 
   然則微之為成之所作悼亡諸詩，所以特為佳作者，直以韋氏之不好虛榮，

微之之尚未富貴。貧賤夫妻，關係純潔。因能措意遣詞，悉為真實之故。

                                                 
11 同注 10 頁 104 
12 《唐詩三百首鑑賞》（下）頁 645 黃永武 張高評合著 台北黎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發行 中華民國七十五年十一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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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唯真實，遂造詣獨絕與歟？13 

 

元稹這三首悼亡詩所以感人的原因，如同上引陳寅恪之言，就在於「真實」二字。 
  從以上所論關於韋應物和元稹的悼亡詩中，我們可以發現到不僅是數量之多

相當引人注意，同時也從如此多的數量上體會到一種強烈的生活氣息。這種充滿

強烈日常生活氣息的書寫，在初、盛唐詩人的作品中，相對而言是比較少數的。

從這一個角度來觀察，中唐時期開始，詩人對妻子兒女的重視似乎比前人要來得

多，那麼由其中所折射出來的詩人心態上的轉變，就更進一步可以體會出詩人關

注層面廣狹不同的差異。 
 
二、權德輿與白居易的「贈內」作品 
在上一段論述悼亡主題時，因為其中又牽涉到亂離之感，如韋應物的作品； 

或涉及到個人仕途困蹇所產生的貧賤夫妻的悲感，如元稹的詩作，因此難免給人

一種沉重的感受。然而這種在元、韋的悼亡詩中所反映出來的現實意義，在權德

輿和白居易的贈內詩中，顯然就淡薄了不少。在權、白二人的詩中，離亂之感消

失了，仕途挫折的淒涼也被稀釋了，取而代之的是夫妻之間親密的互動，及同享

富貴的喜悅。 
  首先我們來看一下權德輿的作品。《全唐詩》載權德輿的詩作總共有十卷，

其贈內或寄內的詩則集中在第十卷。在這卷中所錄的〈祇役江西路上以詩代書寄

內〉詩，筆者以為是理解權德輿性格的重要資料。這一首詩的寫作時間，根據傅

璇琮先生主編的《唐才子傳校箋》中對權德輿仕宦經歷的考察來看，當是德宗貞

元二年秋（786），他受到當時江西觀察使李兼之召，入幕府為判官時所作。14此

時權德輿只有二十六歲，正值青春歲月，再加上傳中又說他「未冠，以文章稱諸

儒間」，則成名之早可想而知。但是在這一首詩中，我們卻感受不到盛唐人那種

捨我其誰的意氣風發，他對自己所以出仕的原因說： 
 
   ⋯⋯既非大川楫，則守南山霧。胡為出處間，徒使名利污。羈孤望予祿，

孩稚待我餔。未能即忘懷，恨恨以此故。終當稅鞿鞅，豈待畢婚娶。如何

久人寰，俛仰學舉措。（卷 329） 

 
在詩中他雖然聲稱自己非大楫之才，無濟世渡人之力，故寧可隱居終身，也不願

被世俗名利所污，頗有君子守窮的傲岸；然而這份守窮之志，卻因家人物質生活

的缺乏，不得不作出妥協。不過，縱使如此他仍然希望儘早結束這一切，不必再

過這種學人俛仰的生活，回到自己隱居生活的初衷。從權德輿一些同時期的詩作

來參照，他當時的家庭生計似乎真的有些困難，因為在另一首題為《酬李二十二

兄主簿馬跡山見寄》詩的序中說自己「久居家貧」（卷 322），這是貞元元年（785）

                                                 
13 同注 10 頁 106 
14 同注 8（二） 頁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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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而在另一首題為《丙庚歲苦貧戲贈》的詩，（筆者按：甲子不當有「丙

庚」，應為「丙寅」之誤）「丙寅」是貞元二年（786），以「苦貧」為題，大概物
質生活不會太寬裕。因此從這兩首同期的詩來看，權德輿在當時所以會應幕府之

召，當確實有其不得已的考量。 
  權德輿未冠即有文名，到二十六歲所寫的詩中，卻已經表示自己有選擇隱居

的想法，只是出於家人的考量才不得已出仕，這樣的決定從詩中所反映的心情來

看，縱使有種傲岸的氣概，似乎也同時給人一種過於老成之感。這種價值判斷，

和初、盛唐文人比較之下，其中的差異是相當明顯的。況且在同一首詩中，他更

明白地說出自己出仕之後的牽掛是： 
 
   ⋯⋯畏途信非一，離念紛難具。枕席有餘清，壺觴無與晤。南方出蘭桂，

歸日自分付。北窗留琴書，無乃委童孺。春江足魚雁，彼此勤尺素。早晚

到中閨，怡然兩相顧。（同上） 

 
這是這一首詩的結束，呼應題目的「寄內」主旨。這其中除了可以發現到權德輿

和他的妻子之間的伉儷情深之外，同時也讓我們可以充分地掌握到，像這樣的內

容在初、盛唐詩人的作品中幾乎是未曾出現過的。因此如果從這一個角度來思

考，則應該可以從中領略到時代風氣轉變的具體訊息。 
  以權德輿在二十六歲初登仕途所寫的這一首作品中所傳遞的訊息為線索，接

下來我們便比較容易理解，在貞元八年（792）「德宗聞其才，召為太常博士」起，
直到憲宗元和五年（810）拜相，至元和十二年卒為止，這一段二十餘年相當平

順的仕宦生涯中，所以會寫下許多寄內、贈內的作品，原來只是持續對早年夫妻

之間鶼鰈情深的延續而已。這些作品如〈中書夜直寄贈〉云： 
 
   通籍在金閨，懷君百慮迷。迢迢五夜永，脈脈兩心齊。步履疲青瑣，開緘

倦紫泥。不堪風雨夜，轉枕憶鴻妻。（卷 329） 

 

詩中所表現的對妻子的思念，從第二聯的「迢迢五夜永，脈脈兩心齊」可以讀出

其深情所繫。另外像是〈中書宿齋有寄〉云： 
 
   銅壺滴漏斗闌干，泛灩金波照露盤。遙想洞房眠正熟，不堪深夜鳳池寒。

（卷 329） 

 

這樣的詩不管在修辭上，或是在內容文意上，與六朝綺豔作品的風格都十分相

近。這應該就是為什麼楊慎會在《升庵詩話》卷十一「晚唐兩詩派」條中，將權

德輿和溫庭筠並列，認定二者詩均學六朝之因15。 

                                                 
15 《升庵詩話》楊慎著 頁 1006 收在丁仲祜編訂的《續歷代詩話》（下）台北藝文印書館 中

華民國 72 年 6月四版 



 43

  權德輿與妻子的感情，自少至老未曾改變。如〈元和元年蒙恩封成紀縣伯時

室中封安喜縣君感慶兼懷聊申賀贈〉，這一年權德輿四十五歲；稍後又有〈縣君

赴興慶宮朝賀載之奉行冊禮因書即事〉一首有「合巹交歡二十年，今朝比翼共朝

天」之句；另外〈敕賜長壽酒因口號以贈〉云：「恩霑長壽酒，歸遺同心人。滿

酌共君醉，一杯千萬春。」（以上詩均見《全唐詩》卷 329）這一些詩紀錄了權

德輿家中所發生的一些值得慶賀的事，從中可看出他對妻子的深情，同時也可以

讀到他對於妻子能與之同享功成名就，是感到無比欣慰的。 
   然而我們也必須注意，寫下這些充滿溫柔情感作品的權德輿，並不是一位只

懂得持祿保位的宰相，更不是一位庸碌素餐的臺輔，而是一位「善辯論，開陳古

今本末，以覺悟人主」（《新唐書》卷 165本傳）的宰相，可見他確實也能在政事

上有所樹立。因此本傳又載：「雖動止無外飾，其蘊藉風流，自然可慕。貞元、

元和間，為搢紳羽儀云。」簡單來說，權德輿在當時不止是官位高而已，更因為

其「蘊藉風流」的人格特質，及政事上能輔佐君王的優異表現，而成為士林典範。 
  由於權德輿在當時士林擁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所以蔣寅先生在所著《大歷詩

人研究》一書中，論及大歷詩壇向元和詩壇的過渡時，專闢一節討論以權德輿為

首的文學集團對當時及後來文風的影響力16。蔣先生的觀察是獨特而敏銳，且相

當具有啟發性。因為從筆者論文的主題來審視，權德輿對中唐綺豔詩寫作確實有

不可忽視的影響。一方面由於在他以婦女為主題內容的綺豔詩中，特別突出了夫

妻之間深刻的情感；更因為他在當時士林中特殊的地位，使得這一類作品的出

現，有了值得注意的深刻象徵意義。因為在他之前，我們很少在初、盛唐著名宰

相的詩作中看到如此多關於夫妻之情的表述，可見他對這一件事情的重視程度。

根據這樣的一個事實，或許可以解讀成，雖然在政治上有所建樹，仍然是相當重

要的價值追求；可是從權德輿身上，我們至少也可以了解家庭價值的重要性，已

經在相當清楚地突顯出來了。也就是說，我們可以從權德輿的作品所呈現的事

實，發現到政治理想的實踐雖然重要，卻似乎不再是唯一。這可以從權德輿的行

事風格中得到一些旁證，《新唐書》本傳中有一段記載云： 
 
   德輿⋯⋯為輔相，寬和不為察察名。李吉甫再秉政，帝（指憲宗）又自用

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切于治，事鉅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

持異，至帝前遽言亟辯，德輿從容不敢有所輕重，坐是罷為本官。以檢校

吏部尚書留守東都，進扶風郡公。于 以子殺人，自囚，親戚莫敢過門，

朝廷無為請者。德輿將行，言于帝曰：「 之罪既貸不竟，宜因賜寬詔。」

帝曰：「然，卿為吾過諭之。」復拜太常卿，徙刑部尚書。（卷 165） 

 
蔣寅先生根據權德輿面對朝中大臣因政策發生辯論時，「從容不敢有所輕重」的

                                                 
16 《大歷詩人研究》第四章第三節 頁 404～428  蔣寅著 北京中華書局出版 1995 年 8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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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認定他「晚年官宰相時頗以圓滑自處。」17言下之意，頗不以為然。這一

個判斷，筆者比較傾向保留。因為從全文來看，權德輿的行事風格本是「寬和不

為察察名」，這種性格的人，很難想像他會加入李吉甫和李絳的政策辯論之中；

再說，當于 因子殺人而自囚待罪時，親戚不敢過門探視，朝中沒有大臣為之出

面請求時，那兩位在憲宗面前「遽言亟辯」，不顧朝儀的李吉甫和李絳到那裏去

了呢？最後還是這位因為「不敢有所輕重」，而被憲宗解除相職，準備外放到東

都洛陽過閒退生活的權德輿，在臨行之前委婉地建議才有緩和的空間。因此，憲

宗又立刻改變心意，將權德輿留了下來。從這種個過程來看，憲宗所以外放權德

輿，應該是因為他覺得身處相位的權德輿表現未免太過於保留，以致引起憲宗懷

疑他有持祿保位之嫌，才會明升暗降地把他外放到洛陽；然而當無人能為于          

請求時，權德輿卻又敢冒此不諱，憲宗才了解自己的懷疑是多餘的，因此又把他

給留了下來。權德輿這樣的表現，似乎不適合用「圓滑自處」來加以形容；而應

該從他那種「寬和」的個性來理解。因為寬和個性的人，本來就不輕易堅持己見，

表現那種是己非人的固執心態；同時也可能因為在他的價值判斷中，政治權力的

得失並不是唯一的考量，所以他才會有如此從容、謙退的行事風格出現。並且這

種對權力的淡薄，早在德宗貞元時期，就已經表現出來了。當時他一人獨直兩省，

這對於權力欲望比較重的人而言，無疑是不可多得的機會，可是他卻主動上書請

求德宗增加官員來分割自己的權力。這種種跡象顯示，權德輿性格上有謙退，淡

薄的重要特質，而這種特質，更早在二十六歲所寫〈祇役江西路上以詩代書寄內〉

詩中就可以找到線索了。 
  因此，從權德輿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明顯的價值判斷的消長：一方面是對

於追求功名及權力欲望的消退；另一方面則是對家人，尤其是夫妻之情重視的提

升。在這樣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中，突顯這一位在貞元、元和期間擁有「搢紳羽

儀」特殊地位的士林典範，他在性格及價值判斷上的傾向。這樣的一個人，成為

當時的典範人物，那麼由他身上所體現出來的時代精神的轉變，就相當具有代表

性了。 
  接著再來看一下白居易的作品。關於白居易的家世及家庭生活情況，在劉維

崇先生的《白居易評傳》一書中，有相當詳細的介紹18，值得參考。因此在這一

節中，有許多地方是引用劉先生的論述。 
  在上一部份論及權德輿集中，許多表現他和妻子之間深厚情感的詩時，筆者

以為這其中至少告訴我們，由這位貞元、元和時期的典範人物身上所體現出來的

價值取向裏，時代精神的轉變已經相當清楚了。這種情形同樣出現在白居易的身

上。 
  在白居易與妻子楊氏剛結婚時，他就寫了一首〈贈內〉的詩給她，詩云： 
 

                                                 
17 同注 16  頁 415 
18 《白居易評傳》第二章第六節 頁 135～155 劉維崇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發行 1970 年 4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1996 年 9月二版第一次印刷  



 45

   生為同室親，死為同穴塵。他人尚相勉，而況我與君。黔婁固窮士，妻賢

忘其貧。冀缺一農夫，妻敬儼如賓。⋯⋯君雖不讀書，此事耳亦聞。至此

千載後，傳是何如人？⋯⋯君家有貽訓，清白遺子孫。我亦貞苦士，與君

新結婚。庶保貧與素，偕老同欣欣。（卷 424） 

 

詩中白居易以安貧樂道自期，亦所期望於妻子，庶幾兩人能在安份守素的清白生

活中，快快樂樂地白頭偕老渡過一生。這種性格與想法，與權德輿在二十六歲時

表現寄內詩中對妻子及生涯的期望，幾乎是完全一樣的。所不同的是，權德輿詩

中文字的表現比較典麗，而白居易則明白如家常語。會有這種差異，一方面固然

可能是文章風格的不同；另外從白居易詩中「君雖不讀書」句來看，更可能是因

為白居易妻子楊氏並非嫻熟文理之人所致。 
  白居易這種性格，在中年以後成為他行事的主導原則，一方面固然出於「庶

保貧與素」天性，應該也和他在仕宦歷程中遭遇有關。白居易在德宗貞元十五年

（799）考上進士之後，一直到憲宗元和五年（810）之間，他的仕途可算是平順
的。《通鑑》卷 237元和二年（807）載： 
 
   盩厔尉、集賢校理白居易作越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

而悅之，召入翰林為學士。 

 
並且在數月之後，即除左拾遺。此時白居易年三十六，正當盛年，受到憲宗的賞

識，授左拾遺，官職的品秩雖然不高，卻是能箴規時政，輔佐天子出令的諫官之

職；再加上憲宗正是因為他所寫的樂府詩中，有許多規諷時事的內容才將他召入

朝中，這對他而言無疑是一種重大的鼓舞。應該出於這樣的心情，故促使他更積

極、更努力地希望自己能有所作為，回報憲宗的知遇之恩。在創作方面，他寫下

〈秦中吟〉，提倡新樂府運動，筆鋒所到，遍及社會各階層，甚至論及深宮內院；

在政治活動中，他更直言不諱地指陳施政的種種問題，態度相當地急切，本傳載： 
 
   後對殿中，執論彊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

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之。」（《新唐書》卷

119） 

 

雖然憲宗在李絳的勸說之下，打消斥退白居易的念頭，然而接下來的發展卻是： 
 
   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

兆尹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明年，以母喪解，還，拜左贊善大夫。（同

上） 

 

這一段非常具有深意。其一，如果憲宗完全不在意白居易論政急切對他的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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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何必聽任白居易自擇官呢？這很顯然就是暗示白居易自動離職，不希望他續任

諫官之職；其二，官員的富貴與否，只在於皇帝的意願而已，怎麼會只因白居易

家貧，就放棄一位皇帝所喜歡、賞識的官員，聽任他從皇帝自己給予的職位上離

開呢？然而如果把白居易貶出，難免予臣下一種帝王不能容諫的口實，因此找來

一個似是而非的理由，讓白居易知道皇帝的心思，如此一來白居易焉能不退呢？

皇帝的心思白居易自然也知道了，因此他自動請退，可是也相對地使他那種積極

報國的心情遭到重大的打擊。所以他在〈初除戶曹喜而言志〉說： 
 
   ⋯⋯我有平生志，醉後為君陳。人生百歲期，七十有幾人？浮榮乃虛位，

皆是身之賓。唯有衣與食，此事粗關身。茍免飢寒外，餘物盡浮雲。（卷

428） 

 
詩中說自己當下所唯一在意的是「唯有衣與食，此事粗關身」，這和在殿上論政

彊鯁，直言「陛下誤矣」的白居易比較起來，前後可謂判若兩人。因此劉維崇先

生認為這種轉變是「因憲宗對他的不滿，而精神上受了打擊」19的緣故 。這是
元和五年（810）的所發生的事，白居易三十九歲。 
  雖然在元和九年（814）白居易母喪服滿之後，又拜為太子左贊善大夫，官

銜品秩雖然是晉升，然而實質上卻是閒官，不能直接參與論政，可見憲宗是下定

決心不再起用白居易了。況且這個任命，更因一件重大事件的發生，間接地導致

白居易被貶為江州司馬。元和十年（815），京城發生宰相武元衡、裴度在上朝的

途中，遭到盜賊刺殺的重大事件，武元衡當場死亡，裴度受傷。這件事情引發了

強烈的恐慌，並且盜賊不但不畏懼，甚至還送信給主管搜捕兇手的執金吾及京兆

府的人說：「勿急捕我，我先殺汝。」結果是大家都不敢認真地去追察。 
  白居易眼見這樣的情況，因此上書皇帝，要求急捕盜賊以雪國恥，結果「宰

相嫌其出位，不悅」（本傳語），即宰相以白居易非諫職，不當介入諫官職權；接

著又有人以其母因看花落井而死，他還作〈賞花〉及〈新井〉詩，有傷名教，不

宜在朝中為官，於是執政奏請貶為江州刺史；詔書才剛發出，當時的中書舍人王

涯又落井下石，於是追詔改授江州司馬20。經歷這樣重重打擊之後，白居易的心

態越加的消極，早年那種安份守素的思想，逐步地成為他此後人生的主導原則。 
  在遭到貶謫江州司馬時，他的妻子是與他同行的。如〈發商州〉云： 
 
   商州館裏停三日，待得妻孥相逐行。若比李三猶自勝，兒啼婦哭不相聞。

（卷 438） 

 

詩下原注云：「時李固言新歿」，則詩中所謂「李三」當即指李固言。從詩中所表

現的心情來看，白居易是一位相當能調適自己情緒的人。然而這種「比下有餘」

                                                 
19 同注 10 頁 34 
20 以上關於白居易貶官過程，節錄自劉維崇先生《白居易評傳》第一章第五節 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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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自我寬慰，畢竟只是短暫的，一片忠誠卻遭貶謫的事實，對於他而言仍然是

相當沉重的打擊。於是在前往江州就任的旅途上，他又在〈舟夜贈內〉詩中，寫

下他當時痛苦的心情。詩云： 
 
   三聲猿後垂鄉淚，一葉舟中載病身。莫凭水窗南北望，月明月闇總愁人。

（同上卷） 

 
詩的字裏行間吞吐著無奈與憂愁的情感，可以想見當時白居易在身心上所遭到的

折磨。在這種境遇之下，我們可以想像妻子能隨侍在身邊，照顧詩人的生活起居，

對於他在精神上的撫慰，應該是相當重要的；同時夫妻之間的情感，也因為患難

中的相互扶持，更顯得彌足珍貴。這一點對早年剛結婚時即在〈贈內〉詩中，清

楚表達期望妻子能和自己「庶保貧與素，偕老同欣欣」的詩人來說，應該有相當

的增強作用。並且潛藏在白居易身上那種隨份安適的個性，似乎已經完全取得主

導的地位了，這從《新唐書》本傳云：「既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生死說，

若望形骸者。」即可得到證明。 
  白居易的貶謫生活到了元和十四年（819）終於結束。在這一年他調昇忠州

刺史，妻子也隨之赴任；元和十五年（820），召入朝廷為司門員外郎。此時白居
易的心態已經完全不同於早年，傳云：「既復用，又皆幼君，偃蹇益不合，居官

輒病去，遂無立功名意。」「幼君」指的是穆宗、敬宗二朝，這兩位都不是有作

為的皇帝，專以畋遊聲色自娛；又此時朝中牛、李黨爭越發激烈，加上河朔地區

亂事又起，白居易雖然上書企圖有一些建言，皇帝既不能用，他也不願意捲入黨

爭的是非之中，於是自求外放杭州刺史，時在穆宗長慶二年（822）。這一次妻子
並未隨行，所以他在旅程中寫了〈寄內〉和〈贈內〉兩首詩。詩云： 
 
   桑條初綠即為別，柿葉半紅猶未歸。不如村婦知時節，解為村夫秋擣衣。

〈寄內〉 

   漠漠闇苔新雨地，微微涼露欲秋天。莫對明月思往事，損君顏色減君年。

〈贈內〉（卷 437） 

 

在第一首詩中，白居易一方面感嘆自己因仕宦而身不由己，也對妻子不得同行，

只能在盼望中過日子感到不忍。在第二首詩，尤其是第三、四兩句裏，似乎藉著

叮嚀妻子不必為往事傷懷的同時，隱約地表達出自己不想回首過往，善自珍重當

下的心情。有趣的是，白居易越是自求閒放，他的官運卻是越加亨通。大抵上自

穆宗以後，至武宗會昌六年（846），七十五歲過世為止，他就沒有再在仕途上遭
到其它的打擊，不僅如此，他的妻子甚至還獲得了「弘農縣君」封號。 
  除了許多與妻子有關的寄內、贈內的詩之外，白居易也有一些提到自己子女

的作品，其中有幼兒出生的喜悅，亦有子女夭亡的悲傷。總的來看，白居易大概

是唐代詩人中，在作品裏提及家人情況最多也最詳細的一位。這種種當可以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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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家人在白居易的生活中，應該是佔有相當的份量的。 
  從以上所舉權德輿及白居易所寫有關妻子的作品來看，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

點，就是妻子在他們的生活中都扮演了相當重要的角色，並且具體地表現在他們

所寫的詩中。這和韋應物及元稹是一致的，雖然一者以悼亡的心情來寫作，一者

以分享生活中的喜悲來表現。 
  總結本節所提到中唐時期 幾位具有代表性的詩人，在他們的詩中所涉及妻
子的主題來看，不管是韋應物、元稹在悼亡詩中所流露對妻子過逝的悲痛；或是

權德輿、白居易詩中頻頻提及夫妻之間自少至老的相互扶持，分享喜悲，在在都

洋溢著一種濃厚的生活氣息，反映出他們心中對於家庭親情的重視。這種將夫妻

之情融入詩中，成為詩歌寫作題材的作法，在初、盛唐時期是難得一見的。這種

題材的出現，主要是在安史之亂後，才在李白，尤其是杜甫的詩中獲得重視，進

而成為詩作表現的重要主題之一。這種情況到了權德輿和白居易的時候，又再進

一步的發展。因為在杜甫、韋應物的詩中，夫妻之情是以戰亂為背景，身處流離

之中，人們在情感上會更加倚賴親人，這是完全能夠理解的；然而在權德輿和白

居易之時，整個政治社會尚稱穩定，兩人又未曾親歷流離失所的痛苦，卻在對夫

妻之情的關注上，較前人有過之而無不及。從這個發展來解讀，應該是在經歷了

安史之亂後，整個社會不斷地承受著接踵而至的內憂外患的打擊，表面上雖然是

相對的安定，實質上卻再也無法提供如初、盛唐那樣的時代條件。時代已經徹底

地發生改變，生活於其中的人們很難不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在這種現實環境的

劇烈變動之下，詩人的生活會從漫遊轉回到家庭，並且以關注夫妻之情的詩作內

容的增加，象徵轉變的結果，應該是不難想像的。因此詩人情感向家庭的回歸，

在一定的程度上，可以作為觀察時代精神轉變的一條線索來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