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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士人思想朝世俗生活轉移 

 

  在上一節中，筆者嘗試從「詩人情感向家庭的回歸」這個主題，說明對夫妻

之情的關注，應該是可以作為觀察時代精神變遷的一條線索來思考。不過從本篇

論文的主題內容來看，夫妻之情只是其中的一部份，其他在婚姻關係之外的男女

情愛的書寫，詠妓主題的急遽增多，都是中唐以後非常明顯且有別於盛唐的一個

現象。為什麼會有如此的變化呢？筆者認為和士人思想朝世俗生活轉移，有非常

密切的關係。當然，士人思想的轉移並不是突然出現的，它有一個從蘊釀到成型

的完整過程，以下就分成幾個部份來加以說明。 
 
一 杜詩對生活題材的開拓 
  對於士人思想朝世俗生活轉移的過程，筆者一開始就把它和杜甫關聯在一

起，或許會有些突兀。畢竟他在中國詩史中的地位是如此的崇高，將有如此尊崇

地位的詩人，和世俗生活主題的書寫，放在詩歌發展縱軸上來思考，難免令人感

到不安。尤其是當這種世俗生活主題，又和中唐以後男女情愛的書寫，以及詠妓

主題的急遽增加有聯繫時，就更顯得奇怪了。 
  然而在上一節，筆者說明詩人情感向家庭回歸時，就已經指出，李白晚年的

贈內、寄內作品，以及杜甫許多關於家庭裏夫妻、父子間情感的內容，在初、盛

唐詩人中，是幾乎未曾涉及的主題，但卻是中唐以後韋應物、權德輿、白居易、

元稹、李商隱的作品中，相當值得注意的組成部份。由此可見，視杜甫為開拓此

一主題的重要關鍵人物，應該是不會有疑問的。 
  因此，從家庭生活的關注這個角度切入，我們可以肯定地說，杜甫異於盛唐

人的地方，其中一個可以觀察的面向，就是他在詩中帶入了濃厚的家庭生活氣

息。關於這一點，呂正惠先生在其大作《杜甫與六朝詩人》一書的附錄裏，收有

一篇以〈杜甫與日常生活〉為題的文章，非常具有參考的價值。在這一篇文章裏，

呂先生首先指出，在盛唐詩人的作品中，「我們很難看到他們的日常生活。」1然

而杜甫和其他盛唐詩人就不同了，他說： 
 
   我們清清楚楚的認識這個人，因為他是日常生活的詩人，詩是他日常生活

的一部份，而日常生活也是他詩中必不可少的題材。而對李白及其他盛唐

詩人來說，詩是特殊情感的紀錄，甚至是社交工具，詩不是隨時隨地可以

寫的；詩不一定是生活，生活也不一定是詩。2 

 
可見，杜甫詩歌作品中濃厚的生活氣息，是他和其他盛唐詩人的重要區別之一。 

                                                 
1 《杜甫與六朝詩人》頁 202 呂正惠著 台北大安出版社發行 中華民國 78 年 5月初版 
2 同注 1 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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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將日常生活寫入詩中，開拓了盛唐詩人鮮少觸及的領域，一方面豐富了

詩歌的內容，更值得注意的是，經由他對這些日常生活題材的關注，使得原本平

凡無奇的事物，都提昇到了詩的審美層次來。誠如呂正惠先所說： 
 
  所謂日常生的詩並不只是題材的問題，還是意識型態的問題。一般的詩雖是

脫胎於生活，但似乎總是崇高的，似乎總是高出一般生活之上。日常生活的

詩則不然，它所描寫、所歌詠的幾乎就像一般的生活，它是在一般的生活之

中體會出情趣，體會出詩味來的，它並不顯得特別「高尚」，但它總是親切

宜人。3 

 
在文中，呂先生強調杜甫對開拓日常生活題材的貢獻，就在於「它是在一般的生

活之中體會出情趣，體會出詩味」；而這種作品的出現，主要來自於如呂先生所

說的，是出於「意識型態的問題」。這就給我們一個相當重要的啟發，即唐詩發

展到了杜甫時，詩人在「意識型態」上有了與前期相當不同的轉變。 
  經由呂正惠先生的論述，我們可以說，由杜甫所開拓出來的這種書寫生活瑣

事的主題內容，以及他將這種主題內容提昇到審美層次的詩的領域，是他相當值

得注意的貢獻。所以呂正惠先生肯定地說：「在中國詩歌史上，是杜甫奠定了日

常詩歌傳統的基礎。」4並且從這一個角度，呂先生進一步指出，從元和時代的

韓愈、白居易到兩宋所有的重要詩人，都是杜甫這一開拓的繼承者5。雖然呂先

生沒有針對這一點作進一步的論述。不過大陸學者余恕誠先生卻相當巧合地作了

說明。在余先生的《唐詩風貌及其文化底蘊》一書的第五章裏，他概括指出中唐

詩歌的三個特徵，其中第三項就是「貼近生活，貼近世俗。」6 而且也是以韓愈
及白居易為代表來說明。他說： 
 
   歐陽修說：「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資談笑，助諧謔，敘人倫，狀物態，

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六一詩話》）可見韓愈雖是儒學大師，但當

其「餘事作詩人」的時候，卻常常不離日常的談笑諧謔與人情物態。至於

白居易，單從集中的《詠慵》、《沐浴》、《足疾》、《戒藥》、《早梳頭》⋯⋯

即能知其詩之家常俚俗。除韓、白之外，貞元、元和時期許多詩人一般都

有貼盡世俗、貼近生活的傾向。7 

 
余先生這一段關於中唐詩歌「貼近生活，貼盡世俗」的特徵的說明，剛好可以用

來補足呂正惠先生文章中未盡之處。 

                                                 
3 同注 1 頁 205 
4 同注 1 頁 200 
5 同注 1 頁 200 
6 《唐詩風貌及其文化底蘊》第五章 頁 94 余恕誠著 台北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9 年 8
月一刷 
7 同注 6 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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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以上兩位學者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肯定地說，杜甫對日常生活題材的

開拓，將之提昇至審美層次的領域，對中唐以後的韓愈、白居易以及其他貞元、

元和時代的詩人，是有著顯著的啟迪之功的。因此，將杜甫視為士人思想朝世俗

生活轉移的開拓者，應該是可以接受的。 
  韓愈和白居易雖然同樣繼承杜甫所開拓出來的寫作日常生活內容的創作道

路，但是在白居易集中，除了許多描述家庭生活的作品，更有數量相當可觀的詠

妓主題，這些在韓愈集中是相當罕見的。因此如果從兩者在這方面的差異性來

看，很顯然的，白居易是更適合討論的代表人物。況且從表現方式來看，韓愈刻

意追求的是那種艱奧奇險的風格，而白居易則朝通俗流暢一路發展，也比韓愈更

貼近生活，且更易為世俗所接受。因此，應該可以將白居易視為是士人思想朝世

俗生活轉移的一個重要發展。 
 
二、「玉臺體」的再現 
  在進入討論白居易之前，筆者認為有必要對中唐時期「玉臺體」的再現，作

一個簡單的交代。因為從代宗大歷時期到德宗貞元時期，一般的文學史家往往沒

有注意到這一個現象的出現，對於憲宗元和時期的元稹及白居易所可能產生的啟

導作用，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在此加以說明。   
  初盛唐詩人的作品，雖然有許多以婦女為主題內容者，然而基本上卻沒有以

「玉臺體」為題，且趨向「纖豔」的風格表現。可是這種情況到了中唐時期卻有

了改變，如大歷十才子中的夏侯審有〈詠被中繡鞋〉一首，詩云： 
 
   雲裏蟾鉤落鳳窩，玉郎沈醉也摩挲。陳王當日風流減，只向波間見襪羅。

（卷 295） 
 
又如楊凝有一首〈花枕〉云： 
 
   席上沈香枕，樓中蕩子妻。那堪一夜裏，長濕兩行啼。（卷 290） 
 
像這一類的詩，不管是詩題、內容或表現風格，在初、盛唐時期是完全看不見的，

然而在《玉臺新詠》所錄第三卷以後的齊梁作品中，卻並不陌生。另外同樣也是

名列大歷十才子之一的皇甫冉，也有一首題為〈見諸姬學玉臺體〉的詩，詩云： 
 
   豔唱召燕姬，清弦待盧女。由來道姓秦，誰不知家楚。傳盃見目成，結帶

期心許。寧辭玉輦近，自堪金屋貯。朝朝作行雲，襄王迷處所。（卷 294） 
 
這種作品如果放在《玉臺新詠》之中，大概很難辨別其中有何明顯的差異。 
  不過對這種「玉臺體」的回歸，影響更大的恐怕是貞元、元和時期的文壇重

鎮權德輿。權德輿在當時的地位如何呢？《唐才子傳》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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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輿能賦詩，工古調樂府，極多情致。積思經術，無不貫綜，手不釋卷。

雖動止無外飾，其蘊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為薦紳羽儀。
8 

 
辛文房描述權德輿的這一段文字，與《新唐書》卷一六五本傳中的記載大抵雷同。

從其中可以了解，權德輿在貞元、元和時期的文人集團裏，所擁有的崇高地位；

至於說他的詩「極多情致」，則可以從他的〈玉臺體十二首〉、〈雜興五首〉，以及

多首以「寄內」、「贈內」為題的作品裏體會出來。筆者試舉幾首來供參考。 
 
   鶯啼蘭已紅，見出鳳巢東。粉汗宜斜日，衣香逐上風。情來不自覺，暗駐

五花驄。〈玉臺體十二首 其一〉 
   嬋娟二八正嬌羞，日暮相逢南陌頭。試問佳期不肯道，落花深處指青樓。

（其二） 
   叢鬢愁眉時勢新，初笄絕代北方人。一顰一笑千金重，肯似成都夜失身。

〈雜興五首 其一〉 
   巫山雲雨洛川神，珠攀香腰穩趁身。惆悵妝成君不見，含情起立問傍人。

〈其二〉（以上均見卷 328） 
 
像這樣纖豔風格的作品，在權德輿的集中，並不少見；尤其是〈玉臺體十二首〉，

很難令人聯想到這是出於唐代一位「積思經術」的宰相之手。那麼，權德輿為什

麼會寫出這樣的作品，就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當代大陸學者蔣寅先生，曾為

文論及權德輿在中唐詩史的地位時，根據以權德輿為首的一批「台閣詩人」的創

作傾向，歸納出兩大特徵，其中一項蔣先生稱之為「反抗日常經驗與遊戲化」9，

這一個說法是相當值得參考的。因為它讓我們了解到，權德輿詩集裏，就創作動

機而言，有許多作品是傾向於「遊戲化」的，並沒有太多嚴肅的意義在其中。或

許，上述〈玉臺體十二首〉可以從這一方面去理解。 
  從以上所列舉大歷和貞元時期，幾位重要詩人對所謂「玉臺體」的創作情形

來看，我們可以發現到，那種以「輕豔柔膩」的風格寫作詠物詩及描寫女性及男

女情愛的風氣，又再次地出現在詩壇。至於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創作情況，實有相

對的時代背景，誠如陳寅恪先生所說的： 
 
   貞元時期，朝廷政治方面，則以藩鎮暫能維持均勢，德宗方以文治粉飾其

茍安之局。民間社會方面，則久經離亂，略得一喘息之會，故亦趨於嬉娛

游樂。因此上下相應，成為一種崇尚文詞，矜詡風流之風氣。《國史補下》

云：「長安風俗，自貞元侈於遊宴。」又杜牧之〈感懷詩〉（樊川集壹）所

                                                 
8 《唐才子傳校箋》卷五 頁 590 元．辛文房著 傅璇琮主編 北京中華書局出版發行 1987
年 5月第一版 2000 年 2月北京第二次印刷 
9 《大歷詩人研究》上編 頁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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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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至於貞元末，風流恣綺靡。」者，正是微之少年所遭遇之時代也。10 

 

從陳寅恪先生上述對於德宗貞元時期時代背景的描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了解 

到，唐詩發展到這一個階段，所以會再現像「玉臺體」這樣「輕豔柔膩」創作的

風格及內容，是有一定的時代因素作用於其間的。並且更值得注意的是，陳寅恪

先生指出，這正是元微之少年時所成長的時空環境，而白居易比元稹年長約七

歲，當然也是在相同的時代背景下成長起來的。陳寅恪先生根據對時代背景的掌

握來觀察元稹和妻子韋叢與情人鶯鶯之間的關係，在某種程度上，正好也可以突

顯「玉臺體」的再現，所反映出來士人精神上的轉移；以及從文學發展的角度解

釋它和元稹及白居易詩中，詠妓及男女情愛主題所以大量湧現的串聯因素之一。 

   

三、男女情愛及詠妓主題的湧現 
  在杜甫身上，我們看到他對日常生活題的開拓，以及對於家庭中夫妻之間情

感的書寫，對於之後同類主題的發展影響極為深遠。然而，杜詩仍然有些題材是

相當缺乏的，就是男女情愛的書寫，和詠妓主題。這一方面在接下來的大歷和貞

元時期詩人對「玉臺體」的創作中，則有了進一步的拓展；緊接著在元稹的作品

中，不僅對自己的情事有所紀錄，甚至連女方的姓名都寫在詩中，如〈雜憶五首〉

中的「雙文」。而後一種詠妓主題，初、盛唐詩人雖已有開發，然而在詩題上就

直接標示的作品，卻是相當的稀少，大多只是在一些宴遊作品中順便提到，屬於

陪襯的性質較多，不像在元、白集中，詠妓、贈妓主題本身就能成為一個引人注

意的組成部份。 
  因此，如果從男女情愛主題的書寫，以及詠妓主題急遽增多的現象來看，我

們可以很清楚地發覺到，到了中唐元稹、白居易時，不僅將杜甫所開拓出來日常

生活題材加以繼承，甚至延展到個人的情感生活，特別是婚姻關係以外的男女情

愛的互動這一個領域來。 
  元、白詩中為什麼會出現男女情愛的書寫，詠妓、贈妓的主題，甚至一些冶

遊作品的現象，許多學者都曾有過說明。如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第四

章中，就認為「豔詩」的出現，和進士科有密切的關聯。他說： 
 
   此種社會階級重詞賦而不重經學，（微之雖以明經舉，然當日此科記誦字

句而已，不足言通經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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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孫棨北里志，韓偓香奩集，即

其例證。11 

 
陳先生從進士科「重詞賦而不重經學，尚才華而不尚禮法」這一個角度切入，說

                                                 
10 《元白詩箋證稿》第四章 頁 87 陳寅恪著 台北世界書局出版發行 中華民國 64 年 3月再
版 
11 同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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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唐代進士科與倡伎文學關聯之所在。這一個說法雖然相當準確，然而，用這個

說法來證實進士科「為浮薄放蕩之徒所歸聚」，僅能指出這些人在私生活上的浪

漫通脫，卻無法解釋我們所要提出的問題，就是何以初、盛唐的詩人很少把自己

私生活的浪漫情事寫入詩中？這當然不是因為進士科到中唐才突顯其特殊的社

會地位，這只要從唐高宗時宰相薛元超陳述其平生三恨中，將「始不以進士及第」

列為第一恨，就可以知道了。 
  另外大陸學者葛兆光先生則從科舉所造成知識階層結構性變化，來說明這一

批新興階層的特徵，他說： 
 
   ⋯⋯仕途的開放，又使大量處於文化邊緣的、出身低微的士人進入現實政

治生活參與權力與利益的角逐，由於需要現實政治生活中的權力與利益，

過去貴族式的莊嚴和自重都開始被拋棄，一些世俗的理想開始成為公開的

時尚。這時，士人的生活不再是傳統尊崇的儉樸和莊重，而是奢華與輕浮，

理想也不再是超越世俗生活之上的清高和灑脫，而是世俗的地位和財富，

依賴取得社會聲望的資本，也不再是知識的淵博和思想的深刻，而是文詞

的華麗和想像的豐富。12 

 
葛先生從科舉制度的運作，引發社會階層的流動，導致知識份子結構性的改變，

來說明唐代士人思想精神的特徵，即「世俗的理想開始成為公開的時尚」。這一

個解釋，相較於陳寅恪先生之說更加詳細，也更能呈現整個思想精神變化的動態

過程。不過誠如葛先生之說，科舉制度所造成知識階層結構性的改變，確實是導

致士風朝世俗化傾斜的重要關鍵，然而也只能說明唐代士風有別於前代的原因，

同樣無法解釋，何以至中、晚唐，詩人才在詩中書寫自己男女情愛的經驗，以及

詠妓主題急遽增多的現象。 
  既然上述兩位學者的說法，都無法直接有效地解釋筆者所提出來的問題，那

麼是否意味著，他們的說法無益於幫助本篇論文的論述呢？事實上並非如此。相

反的，兩位學者的研究成果，指引了一個非常明確的方向，讓筆者可以在他們的

基礎上，作進一步的延伸。 
  首先來看葛兆光先生的說法。正由於科舉制的施行，刺激知識階層產生了結

構性的變化，於是才會導致「世俗的理想開始成為公開的時尚」。簡單來說，科

舉制度的施行，對知識階層朝世俗化傾斜，提供了相當強度的刺激作用，而這正

是筆者在第一章第二節的論述中所指出，唐代士人普遍存有那種「歌笑當及春」

的風習的重要原因。其次，由於士人的理想朝世俗化傾斜，而士人中又以進士科

出身的人在當代最受推崇，故能享受著種種特權。在這種種特權中，最足以彰顯

他的特殊地位的，就是超越禮法的限制，表現出狂妄、縱酒、沈溺聲色等等不拘

禮法的行逕，如同陳寅恪先生所觀察到的那樣。唐代的士風，大概就是這樣逐步

                                                 
12 〈盛世的平庸——八世紀上半葉中國的知識與思想狀況〉 頁 8 葛兆光著 收於《唐研究》
第五卷 1999 年 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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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那種「尚文好狎」的特色的。於是，經由上述兩位學者的研究，我們可以比

較清晰地掌握到唐代士風形成的發展脈絡。這個發展過程明顯的特色，便是世俗

的理想成為一種公開的世尚。他們對這種世俗理想的追逐，表現在對參與政治運

作的熱切心態，表現在對自己能力的高度期許，表現在對一切世俗享樂的愛好。

這就是他們的生活，一種強烈追求世俗化理想的生活。 
  唐人這種追求世俗化理想的心態，用呂正惠先生的話來說，本身就有一種強

烈的「生活意識」於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生活意識」，在杜甫的身上出

現了轉折，也就如前引呂正惠先生所謂的，將作為「特殊情感的紀錄」的盛唐詩，

引導、開拓向表現「日常生活」的中、晚唐詩方向發展。在這種發展順序之下，

杜甫開拓了日常生活中家庭生活的部份；接下來的白居易、元稹除了繼承夫妻之

情的這一個主題內容之外，更朝前發展了婚姻關係以外的男女情感互動的這一部

份。因此筆者認為，不管是男女情愛主題的書寫，或是詠妓主題的急遽增加，應

該都可以從這一條垂直發展線上，找到它們前後相關的適當位置。 
  綜合以上學者的研究來看，要解釋到了白居易、元稹時，為何會在他們的作

品中，出現男女情愛主題的書寫，以及詠妓詩數量急遽增加的現象的原因時，首

先我們就必須考量到唐人那種「尚文好狎」的風氣，這一種風氣是貫穿整個唐代

的。在這一個基礎上，再來思考杜甫對日常生活題材開拓之功的影響，尤其是對

夫妻之情關注的影響。接下來，白居易與元稹兩人，才又在杜甫已開發的夫妻之

情的關注上，進一步將唐人原本已經存在的那種聲色享樂的生活型態，包括個人

婚姻關係以外的男女情感互的部份，完整地呈現在詩作之中。唐詩的內容發展到

了這裏，就如同前所引余恕誠先生之說，表現更為「貼近世俗，貼近生活的傾向。」

這樣的發展，相對地也付出了代價，所以余恕誠先生接著就評論說： 
 
   由於有這種傾向的出現，盛唐詩歌的那種高雅氣派大為削弱，氣格亦有所

下降。從意象上看，自然意象在詩歌中所占的比重明顯減少，人事意象相

應增加。13 

 

這一個評論是相當準確的。然而從另一個角度來看，元、白二人在綺豔題材的發

展上，由初、盛唐人那種泛寫閨怨作品的表現形式，引導向以個人情感生活為主

題內容的書寫方式，無疑更增添綺豔題材中個人情感的色彩和比例；也就正因為

這種表現情感的方式，更貼近世俗與生活，因此更容易引發普遍的共鳴，故能獲

得極大的迴響與成功。 
  元、白二人對中唐以後綺豔題材書寫的發展所作出推波助瀾的影響，其原因

已如上述，然而二人之影響又略有不同。從二人現存作品的內容來看，元稹的影

響偏向男女情愛主題之書寫，白居易則是在詠妓內容及數量上加以提昇與擴增。

元稹的影響，誠如陳寅恪先生的評論，他說： 
 

                                                 
13 同注 6 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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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之以絕代之才華，抒寫男女生離死別之情感。其哀豔纏綿，不僅在唐人

詩中不可多見，而影及於後世之文學者甚巨。14 

 

陳先生對元稹在男女情愛主題書寫上的成就，給予高度的肯定；同時指出此類作

品對後代文學之深遠影響，是非常具有啟發性的說法。遠的不談，至少我們可以

肯定地說，晚唐李商隱一脈的詩人作中，那種愛情詩的書寫，當不是完全沒有前

代如元稹的啟迪的。 
  至於白居易的影響，則是在詠妓的作品中，有別於初、盛唐那種比較接近觀

賞性質的隔離態度，增加彼此之間情感互動情形的描寫，拉近彼此之間的距離，

使得此類詩作往往有著一種親切的情感流露。如他為「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枝」

的樊素所寫的〈楊柳十二韻〉及〈不能忘情吟〉即是。甚至他還進一步以「老大

嫁作商人婦」的琵琶女為主角，寫下〈琵琶行〉長篇；且以「同是天涯淪落人，

相逢何必曾相識」，將彼此淪落江湖的相類遭遇加以綰合，訴說自己內心深處難

以明白說出的悲痛心情。因此，我們可以說，在〈琵琶行〉這一首長篇之中，白

居易已經將妓女與知識份子之間，那道看似不可能踰越的藩籬加以拆除，藉著琵

琶女的命運，揭示知識份子的遇與不遇，完全取決於帝王喜怒的無可奈何。這和

在此之前，初、盛唐詩人往往運用「班婕妤」的「秋扇」意象來類比文士遭棄命

運的作法，顯然類比對象的身份，有著極大的差異性。所以，從這種類比對象身

份差異的轉變過程中，我們亦可以觀察到，文人思想朝世俗生活轉移的一條明顯

的線索。 
 
四、政治局勢劇烈變動的刺激 
  在上三段論述中，筆者以杜甫對日常生活題材的開拓作為線索，試圖說明綺

豔題材發展過程裏，如何由夫妻之情的關注，逐步擴大到男女情愛的書寫，及詠

妓作品數量急遽增多的現象。不過，在整理這條垂直脈絡時，我們仍須說明，到

底是什麼原因促使詩歌內容產生轉移。在這個問題上，筆者認為局勢變動的刺

激，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因素。 
  為什麼時代局勢的變動，會刺激詩歌內容朝日常生活題材轉移呢？在上一節

中，筆者已經指出，李、杜作品裏，關注夫妻情感內容的出現，和安史之亂前後，

詩人的處境有一定的關聯。 
  同樣的道理，初、盛唐文人並非沒有自己的感情生活，也不是沒有享受聲色

之娛的習性，那麼，何以在他們的作品中，鮮少出現這樣的內容呢？關於這一點，

廖美雲在《唐伎研究》一書中，對於初、盛唐文人詠妓作品的情感為何往往較平

淡的說明裏，有一段相當具有啟發性的論述。她認為這可能與「此期文士和妓女

若即若離的情形有關」15，接著她解釋何以作出如此推論的原因，她說： 

                                                 
14 同注 10 頁 81 
15 《唐伎研究》第六章 頁 394 廖美雲著 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發行 西元 1995 年 9月初版  
西元 1998 年 3月初版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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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唐由創建至國威強盛，士人都懷抱著經綸大志。因此，致君堯舜，建立

功業是當時文士的主要追求，而迫切的事功願望、強烈的入世精神，乃主

宰整個士林的行為方式，至於冶遊狎妓只是他們閒暇悠游時的眾多娛樂之

一而已⋯⋯妓女作為娛人的工具，只給詩人們留下美好瞬間的回憶，但卻

還遠遠沒進入詩人的心靈世界。16 

 

這個解釋，覆按初、盛唐詩人多以「觀妓」為題來寫作，從「觀」字所傳達出的

旁觀、觀賞心態來思考，是相當吻合的。並且從「觀」字，我們尚可以進一步延

伸解釋，妓人於初、盛唐時代，在多數情形下，只是被物化成一個提供觀賞的美

麗對象，尚未發展成詩人情感、心靈互動的對象。原因何在呢？前引文中所論述，

初、盛唐詩人在那種「迫切的事功願望、強烈的入世精神」主導下，所作出價值

判斷的取捨，是相當重要的原因。這從初唐駱賓王的〈從軍中行路難二首〉其二

所寫下的「但使封侯龍頟貴，詎隨中婦鳳樓棲」裏，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遠征邊

塞建立功業的吸引力，是遠超過夫妻情感圓滿的考量的。 
  然而，誠如上述廖美雲之說，初、盛唐詩人所以會作出這個抉擇，和整個時

代國力強盛的氛圍，帶給詩人建功立業的希望，是有密切關聯的。那麼，一旦時

代局勢發生劇烈變動之後，士人這種昂的精神能否持續，就成了一個疑問；而時

代變動所帶來仕途艱困的連鎖反應，更壓抑著詩人的心靈，形成精神上的苦悶。 
  這種精神上的苦悶，無以排遣的心情，在杜甫的身上轉化成創作的動力，如

〈解悶十二首〉、〈遣悶戲呈路十九曹長〉、〈遣悶〉、〈戲作俳諧遣悶二首〉、〈釋悶〉、

〈遣悶呈嚴公二十韻〉等作品。 
在這些詩中，杜甫所以「悶」的原因雖然各有不同，然而將這種苦悶的心情，

藉著詩歌加以紓導的情況是一致的。更引人注意的是，這樣的詩題在杜甫之前，

是相當難得一見的，而他不僅有這種異於前人的詩題，並且作品數量還不算少，

這其中應該就透露了一些重要的訊息。這個訊息，筆者認為在〈解悶十二首〉其

七中有線索可供解讀。詩云：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熟知二謝能將事，頗學陰何用苦心。 

 
仇兆鰲注此詩云：「此自敘詩學。詩篇可養性靈，故既改復吟，且取法諸家，則 
句求盡善，而日費推敲矣。」17《杜詩鏡詮》解釋亦同。18二家說法，自有其卓

見；可是只從杜甫「自敘詩學」的角度來詮釋，如何說明「解悶」二字呢？因此

筆者以為，除了二家之說外，要理解杜甫為什麼有如此多以「解悶」、「遣悶」、「釋

                                                 
16 同注 15 頁 394 
17 《杜詩詳注》卷十七 頁 1515 唐．杜甫著 清．仇兆鰲注 台北里任書局發行 中華民國

67 年 7月 30日初版  
18 《杜詩鏡詮》卷十七 頁 293 唐．杜甫著 清．楊倫編輯 楊倫引邵子湘云：「此老苦心乃

爾，後人草草何耶？」言下之意，當亦從杜甫創作時，苦心取法前人的觀點來解讀這一首詩。台

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印行 中華民國 69 年 7月 20日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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悶」為題的作品，更要從其苦悶的心情上去體會。如此一來，「陶冶性靈存底物，

新詩改罷自常吟」二句所描述的創作行為，所以能夠「解悶」，正在於杜甫能將

自己深受壓抑的苦悶心情，轉換巨大的創作動力，隨時隨地傾注於日常事物之

中，或許這正是他所以能成功開拓出日常生活題材，並將之提昇至詩的審美層次

的重要原因之一。否則，我們實在很難想像，像《憑韋少府覓松樹子栽》這種平

凡無奇的題目，杜甫為什麼能寫出「欲存老蓋千年意，為覓霜根數寸栽。」這種

看似平凡簡單，卻能含蘊巨大能量的作品來。 
  杜甫這種將個人深刻的苦悶轉換成創作動力，不擇地而出地傾注在日常生活

細微事物的「解悶」方式，一方面因大大拓展了生活的幅度，使他有異於盛唐人；

同時也讓我們了解到，這是在時局劇烈變動下，詩人不得不然的抉擇。如果我們

從這種無奈的抉擇去思考，則「陶冶性靈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二句所透露

的心情，是相當蕭瑟而悲哀的。 
  不過，杜甫這種以創作「解悶」的抉擇，由於是外在環境所迫，所以詩人的

情感、精神雖然受到了壓抑，畢竟仍然有著強大的反抗張力，顯現出詩人對於政

治仍然充滿了希望與熱誠。可是隨著政治局勢的更加惡化，詩人的改革熱情受到

更嚴重的挫折，於是在無法承受這日益加劇的苦悶之下，反抗的張力相對地減

弱，感傷的成份逐步地浸染了詩的氛圍。如白居易在《聽崔七妓人箏》一詩中所

寫的： 
 
   花臉雲鬟坐玉樓，十三弦裏一時愁。憑君向道休彈去，白盡江州司馬頭。

（卷 438） 

 
從末句可知，此詩是白居易作於江州司馬任內，即是他在貶謫時期所寫，與《琵

琶行》的創作年代相同。詩中所描述的聲色之娛，本該是令人愉悅的，可是對詩

人而言，卻是觸發無法抑止的感傷的樂調。貶謫的心情、淪落的無奈，與美麗的

佳人、優美的樂音交流激盪著，同時也將自己的苦悶不斷地釋放出來，緩和積累

於心中所造成的緊張與壓力。這種作法，白居易在另一首題為《雲和》的詩中，

說得更直接了當。他說： 
 
   非琴非瑟亦非箏，撥柱推弦調未成。欲散白頭千萬恨，只消紅袖兩三聲。

（卷 446） 

 

在這首作品中，白居易直接說清楚，佳人美妙的歌聲，最大的功能，就在於驅散

詩人心中不斷蘊釀起來的哀愁。在這裏我們可以發現，從初唐駱賓王的「但使封

侯龍頟貴，詎隨中婦鳳樓棲」，發展到白居易的「欲散白頭千萬恨，只消紅袖兩

三聲」，詩人情感的轉移，正好呈現由向外追求事功的昂揚精神，回歸到向紅袖

尋求苦悶心靈慰藉的蕭索態度。 
  因此，當我們以詩人對個人情感生活的態度為觀察點，可以發現到從初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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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到中唐的動態發展過程中，呈現的是，由初期的捨棄朝逐步回歸的方向來進

行。而刺激這個回歸現象出現的原因，時勢的劇烈變動，當是值得注意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