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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男女情感主題的表現 

 
  觀察整個唐代以「女性及男女情愛」為主題內容的綺豔題材的發展，我們可

以發現，中唐時期是一個相當值得注意的階段。在此之前，我們很難看到初、盛

唐的詩人表述自身的情感經驗，直到安史之亂發生的前後，在李白及杜甫的詩

中，才看到關於夫妻之間的互動情形。接下來，由盛唐跨入中唐的韋應物集中，

則幾乎是首開先例地寫下一系列紀念妻子過世之後，深情款款的悼亡詩。 
  到了中唐元和時期，在元稹及白居易的詩集裏，以描述詩人自己情感經驗的

作品，成為引人注意的一個重要主題。在元、白詩中，與詩人在情感上有深刻交

流的對象，除了妻子之外，又擴及其他。這其中元稹又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如在他的《雜憶五首》中的「雙文」，以及許多與「薛濤」的贈答詩。在這些作

品中，詩人直述自己的情感經驗，自傳的性質頗為濃厚。誠如康正果先生所說： 
 
   在元稹的某些豔詩中，我們已經看到了某種新的現象，詩人不再按照固定

的題目去詠桑婦或織婦，他開始在自己的冶遊生活中收集某些甜美的印

象，把這些情景與他早年的情人結合在一起，以回憶中的一幕呈現在詩句

中。1 

 
康先生這一段文字有二處值得注意。首先，即元稹的這一類詩，是從他自己的冶

遊經驗中收集而來的，此即筆者所指的自傳的性質相當濃厚之意；其次，當元稹

回憶述及這些婚姻以外的情感經驗時，通常都以一種「甜美的印象」呈現出來。

這種書寫方式，對比於他述及夫妻之間情感的作品，如一系列悼亡詩中，充滿了

憐惜與酸澀，在情感性質上是有些差異的。雖然有這些差異，元稹喜以自己的情

感經驗作為詩的內容，則是一致的。 
  基本上，元稹在描述自己情感經驗時，區分出來的這兩種不同情感性質及對

象，是中唐以後男女情感主題書寫的兩種主要面向。因此在討論晚唐男女情感主

題時，基於材料呈現的實際情況，就必須同時涉及詩人的婚姻生活，以及夫妻以

外的情感經驗，如此應該能比較全面地了解，晚唐詩人究竟如何處理此一主題。

而為了行文的方便，筆者的敘述方式，仍然儘量按照晚唐前後三個階段2進行，

藉此觀察同一主題在幾個不同階段所表現的情形。 
 

                                                 
1 《風騷與豔情》第六章 頁 274 康正果著 台北雲龍出版社出版 1991 年 2月：臺一版  
2 關於「晚唐」的分期方式，筆者是根據陳伯海先生在所著《唐詩學引論》「別流篇」頁 130～
131的劃分方式，將「晚唐」分成三期，分別是：「大中詩壇」、「咸通詩壇」及「唐末詩壇」。由
於從本論文探討主題書寫的發展情形來觀察，陳先生的分期方式，與本論文從《全唐詩》中檢索

所得資料相當吻合，故筆者傾向採用此一分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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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風流自適的情事與悽愴動人的深情 

 
  時代進入晚唐之後，自貞元、元和以來稍有中興希望的政局，隨著憲宗晚年

因迷信神仙方術，服食丹葯，最後為宦官陳弘志所殺，漸次失去了恢復的可能性。

再加上文宗太和九年（835）「甘露之變」後，宦官勢力更加專橫；武宗、宣宗二

朝，雖多少有些作為，卻又因朝中牛李兩黨的互相傾軋，使內政上顯現一種虛耗

狀態。武宗以李德裕為相，他雖然將牛黨逐出權力核心，可是據《通鑑》會昌五

年（840）載：「李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自杜悰、崔鉉罷相，宦

官左右言其太專，上亦不悅。」（卷 248）可見，到了武宗晚期，對於李德裕的

專政，也已有了不滿，這可能就為後來宣宗即位，隨即解除李德裕的相權埋下禍

源。會昌六年（846）武宗崩，宦官秘密在禁中定策，迎立光王李怡，即宣宗，《通

鑑》會昌六年載： 
 
   宣宗素惡李德裕之專，即位之日，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

者非太尉邪？使我毛髮洒淅。」（卷 248） 
 
在宣宗備感李德裕專政的威脅之下，不久即罷其相權，且將同屬李黨的薛元賞、

薛元龜兄弟都一起貶出，任用牛黨的白敏中為相。《通鑑》對於宣宗初即位時的

施政，用了「是時君、臣務反會昌之政」一句話來概括。由這一句話可以想見，

不僅朝中大臣紛紛捲入黨派之爭，似乎連帝王本身也都加入這一場政爭之中了。 
  宦官專橫，黨爭傾軋，使得中央政府元氣大傷，對付跋扈的藩鎮自然顯得捉

襟見肘。不過縱使如此，武宗和宣宗都還算是不錯的君主，而且也都有一些作為。

如武宗時收復昭義鎮，宣宗時有張義潮定河湟十一州之地，這些事實多少也給予

當時的知識份子一些正面的激勵；只不過相對於這些如曇花一現般的勝利，黨

爭、藩鎮、宦官卻也同時不斷地持續擴大，深深地籠罩在人們的心頭上。 
  這種現象，使當時的知識份子產生了一種特殊的心理，一方面期待著光明的

出現，卻又無法如貞元、元和時期的文人一樣充滿信心；另外對逐漸擴大的昏暗

政局感到憂懼，卻又無法完全放棄希望。誠如羅宗強先生在描述此一時期文人的

心態時說： 
 
   他們終究還有希望、抱負，只是這種希望與抱負被現實生活的失望壓抑

著，他們的內心充滿著矛盾。他們中不少人對於政局，對于歷史的思索，

表現出這個時期特有的抑鬱感。3 

 

                                                 
3 《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頁 347 羅宗強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6 年 8月第 1版第 1次
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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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詩壇」的詩人們，在當時的政局影響下，表現出這種獨特的、充滿矛盾的

抑鬱情懷，使得他們所創作的綺豔詩的風貌，與前代有了清楚的差異性，提供了

易於辨識的特色。 
  在大中詩壇的詩人中，杜牧、溫庭筠、趙嘏、李群玉和李商隱等人的作品裏，

書寫自己的情感經驗是比較為人所注意的。然而如果從這五位詩人現有的作品來

看，根據他們在書寫自己的情感經驗時些微差異，似乎可以再分成兩組：趙嘏、

李商隱是一組；杜牧、溫庭筠及李群玉則是另一組。這種差異性不只與他們書寫

的對象有關，更和他們對情感的態度有關。 
  在杜牧、溫庭筠和李群玉這一組的作品中，詩人在書寫自己的情感經驗時，

從對象來看，幾乎不涉及自己的妻子，這一點和另一組比較起來，是一個十分容

易辨識的差異。當然，或許也因為不是自己的妻子，因此在情感的態度表現上，

多數就如同元稹許多涉及婚姻以外的情感經驗一樣，是以一種「甜美的印象」呈

現在詩句之中。 
  如杜牧的〈偶遊〉、〈寄遠〉、〈贈別二首〉、〈宣州留贈〉、〈留贈〉、〈偶見〉、〈書

情〉等作品，幾乎毫無例外的是婚姻關係以外的情感經驗。這其中〈贈別二首〉

是比較好的作品，詩云： 
 
   娉娉裊裊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廉總不如。 

   多情卻是總無情，唯覺尊前笑不成。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贈別二首〉（卷 523） 

 
第一首用初春枝頭剛剛綻放的豆蔻，比喻少女清麗的形貌，十分的貼切；詩意至 
此似乎已經相當的飽滿，可是作者滿心的讚賞卻無法停止，於是再加上一筆，將 
不易形容的美麗，以對比的手法，給予讀者極大的想像空間。第二首詩在一開始 
就探入前人所謂「情到濃時情轉薄」的深刻處。畢竟情人的分別是最令人傷感的， 
那麼面對不可避免的分別時，除了接受之外，再多的話語、再多的眼淚都屬多餘， 
於是在靜默中，斟滿一杯別酒，無言地對飲著。作者表現方式巧妙的地方，在於 
擅長營造這種哀傷的氛圍，於是情人的愁思，似乎連蠟燭都無法不感受那種深 
情，替人流下苦澀的淚水。第一首很能掌握少女清麗的氣質，給予讀者相當清新 
的感受；第二首詩，刻劃臨別時的情感相當的深刻，顯得真摯深厚。因此雖然詩 
中的女性不是自己的妻子，更可能是杜牧流連歌筵舞席時傾心的對象，可是杜牧 
並未因此而遊戲視之，這是比較難能可貴的。可是像《宣州留贈》及《留贈》二 
首，詩人的情感態度就顯得不夠莊重了。詩云： 
 
   紅鉛溼盡半羅裙，洞府人間手欲分。滿面風流雖似玉，四年夫婿恰如雲。

當春離恨盃長滿，倚柱關情日漸曛。為報眼波須穩當，五陵遊宕莫知聞。

《宣州留贈》（卷 524） 

   舞靴應任閒人看，笑臉還須待我開。不用鏡前空有淚，薔薇花謝即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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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贈》（同上卷） 

 
在這種作品中所呈現的杜牧形象，就如同康正果先生所形容的，乃是一位「風流

浪子型的人物」。4既然如此，彼此之間的情感互動，當然也就不會有太多的刻骨

銘心的眷戀。或許就因為在杜牧的這類作品中，這樣的情感內容較占多數，所以

後人對他大肆批判元、白的豔情詩感到不滿，並且張戒在《歲寒堂詩話》裏說：

「杜牧之詩，只有綺羅脂粉」5，雖有以偏概全之虞，從這種作品來看，是有一

定根據的。 
  杜牧所以在寫作自己的情感經驗時，會屢屢出現這樣的作品，大概和他「十

年一覺揚州夢，嬴得青樓薄倖名」（〈遣懷〉）的經歷脫離不了關係。因為在這類

作品中的女性，大多是杜牧在政壇失意之後，縱情聲色的對象，康正果先生認為

「他用醇酒婦人麻醉自己，故意以多情和輕狂自我標榜。」6是相當有見地的說

法。正因為在他而言，醇酒婦人只是藉以抒發滿腹牢騷的對象，自然不會在其中

投入多少深刻的情感，所以近似遊戲的情感態度，反而可以證明他並非真正牽情

在男女情感之中，落魄江湖的不得意，才是他真正心情的流露。 
  和杜牧同調的，尚有李群玉。孫光憲曾記載他的為人云： 
 
   李群玉校書⋯⋯嘗受知於相國河東裴公休，為其延譽，因進詩，授弘文館

校書，終於荊、襄間。然多狎酒徒，疑其為張祜之流。李少逢善夷謫官澧

陽，備知其行止，乃清介高潔之人，非輕率之士，疑為同人所謗。7 
 
這一段話中，雖然對當時人認為李群玉「多狎酒徒，疑為張祜之流」的說法，提

出辯護；然而從李群玉集中許多述及自己情感經驗的作品來看，似乎沒有太有力

的證據支持。在李群玉集中，如〈贈回雪〉、〈醉後贈馮姬〉、〈龍安寺佳人阿最歌

八首〉、〈贈琵琶妓〉、〈贈人〉、〈贈妓人〉諸首詩作看來，絕大多數屬於酒筵舞席

間作，其中語涉輕薄之處，很難不惹人非議。如〈醉後贈馮姬〉詩云： 
 
   黃昏歌舞促瓊筵，銀燭臺西見小蓮。二寸橫波回慢水，一雙纖手語香弦。

桂形淺拂梁家黛，瓜字初分碧玉年。願託襄王雲雨夢，陽臺今夜降神仙。

（卷 569） 

 
這首詩對女主角「馮姬」色藝的刻劃，極盡香豔之能事，並且末聯，毫不遮掩地

傾訴自己欣慕之情，挑逗少女情懷的用意十分明顯。不過和〈龍安寺佳人阿最歌

                                                 
4 同注 1 頁 251 
5 《歲寒堂詩話》卷上 頁 560 收在丁仲祜編訂之《續歷代詩話》（上） 台灣藝文印書館發

行 中華民國 72 年 6月四版 
6 同注 1頁 250～251 
7 《北夢瑣言》上卷六 收於《宋詩話全編》（一）頁 6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發行 1998 年 12
月第 1版第 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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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首〉比較起來，這一首詩還算是保守的。我們且看其中的兩首，詩云： 
 
   團團明月面，冉冉柳枝腰。未入鴛鴦被，心長似火燒。（其一）（卷 570） 

   不是求心印，都緣愛綠珠。何須同泰寺，然後始為奴。（其五）（同上卷） 

 
在這兩首詩中，李群玉因自己不得一親芳澤而「心長似火燒」，這種情慾的書寫

是相當直接的；又說自己因流連「阿最」之美色，已像奴隸一樣，到了無法自主

的地步。這種赤裸裸的情慾告白，就算縱情如杜牧，亦瞠乎其後，大約只有《香

奩集》中的刻露豔情之作，才能與之並論。因此，雖然孫光憲為之辯護，可是從

李群玉在這類作品中所呈現的性格中的一部份來看，是很難給予曲筆迴護的。 
  接下來我們來看一下另一位大中時期著名的詩人——溫庭筠。《新唐書》本

傳說他： 
 
   少敏悟，工為辭章⋯⋯然薄於行，無檢幅。又多作側詞豔曲，與貴冑裴誠、

令狐滈等蒲飲狎昵。（卷 91） 

 
傳中載溫庭筠多作「側詞豔曲」，這是確實的。因為和晚唐其他詩人比較之下，

溫庭筠集中的樂府題數量之多是十分引人注意的，而且許多涉及以女性為書寫對

象者，文字都相當穠麗，胡震亨說他的七言樂府「似學長吉，第局脈緊慢稍殊，

彼愁思之言促，此淫思之言縱也。」8又描述唐七言歌行發展「下至庭筠之流，

綺繪漸入詩餘」，9是十分精確的評述；尤其他指出溫庭筠的七言樂府，在修辭表

現上的過度雕飾與詞相近，這一點更是具有啟發性。 
  然而，在溫庭筠的樂府中，雖然有不少以女性為書寫對象的作品，而且確實

也十分綺麗穠豔，我們卻很難看出他的情感態度。如〈織錦詞〉、〈舞衣曲〉、〈張

靜婉採蓮歌〉、〈觱篥歌〉、〈照影曲〉等，對於女子的色貌、技藝無不以工筆刻劃

入微，可是也僅止於此。因此，從這類所謂的「側詞豔曲」中，我們似乎只能說

溫庭筠的文辭傾向「綺繪」，卻無法就此斷定他對男女情感的態度。 
  令人訝異的是，溫庭筠樂府以外的作品中，述及其個人情感經驗的作品數

量，不如一般文學史家所給讀者的印象那樣多。如游國恩先生論及溫庭作品時說： 
 
   他的愛情詩，雖文采絢爛，而雕琢過甚，帶有濃厚的唯美主義傾向，實際

是齊梁綺豔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10 

 
這一段話如果從「文采絢爛」、「雕琢過甚」的評論角度切入，是相當中肯的；可

                                                 
8 《唐音癸籤》卷八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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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次印刷 
9 同注 8 卷九 頁 74  
10 《中國文學史》第四編 第十三章 頁 648 游國恩等主編 台北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中華民國 79 年 11月初版一刷 中華民國 88 年 11月初版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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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所謂「愛情詩」來著眼，以溫庭筠實際的作品來覆核，卻有商搉的餘地。原

因之一，即如筆者在前所述，符合「文采絢爛」評語的、數量相當龐大的樂府詩

中，我們實在很難斷定，那一部份是敘述溫庭筠個人的情感經驗的「愛情詩」。

相反的，如果從樂府以外的其他作品來檢索，倒是比較清楚讀出那些是溫庭筠自

述其情感經驗者，問題是這一類的作品並不多，大約只有〈偶遊〉、〈經舊遊〉、〈偶

題〉等幾首。如〈經舊遊〉云： 
 
   珠箔金鈎對綵橋，昔年於此見嬌嬈。香燈悵望飛瓊鬢，涼月慇懃碧玉簫。

屏倚故窗山六扇，柳垂寒砌露千條。壞牆經雨蒼苔遍，拾得當年舊翠翹。
11 

 
在這首作品中，雖然末尾兩句多少也有些今昔盛衰之感，然而所引發的情感畢竟

只限於此。而所以未能引起讀者更深共鳴之因，當是由於在溫庭筠心中，這一段

記憶最值得回味的，不過是第二聯所呈現的聲色之娛而已，再不及其他。溫庭筠

許多涉及男女情感的作品，大抵皆是如此。像另一首〈偶遊〉云： 
 
   曲巷斜臨一水間，小門終日不開關。紅珠斗帳櫻桃熟，金尾屏風孔雀閑。

雲髻幾迷芳草蝶，額黃無限夕陽山。與君便是鴛鴦侶，休向人間覓往還。
12 

 
這首作品與上一首一樣，描寫女子容態的文字都十分冶豔穠膩，在某種程度上反

映出溫庭筠對於女子外貌及妝飾上的偏好，而較少及於深層心靈中情感的交流互

動。也正因為如此，所以他的作品離愛情的書寫較遠，反而更接近元、白作品中

的豔情之作。又如〈偶題〉云： 
 
   微風和暖日鮮明，草色迷人向渭城。吳客捲簾閒不語，楚娥攀樹獨含情。

紅垂果蒂櫻桃重，黃染花叢蝶粉輕。自恨青樓無近信，不將心事許卿卿。
13 

 
在這一首詩中所呈現的景色是鮮麗的，字裡行間所陳述的情感是溫柔的，整體給

人的感受，就像是第一句所描述的如「微風和暖」般的情愫，其他兩首也是如此。

不過在這種作品裏，嚴格來說，只能確定溫庭筠所描寫的，是一種女性春閨的情

懷，尚不足以據此了解他的情感世界。比較更直接表現出溫庭筠情感態度的作

品，是見於〈答段柯古見嘲〉一詩。因為這是一首應答詩，為了對它有較深入的

了解，我們可以先來讀段柯古的作品。 
                                                 
11 《溫庭筠詩集校注》卷四 頁 178 唐．溫庭筠著 王國良校注 台北黎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發行 公元 1999 年 4月出版  
12 同注 11 頁 161  
13 同注 11 卷四  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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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唐詩》卷 584的段成式集中，有題為〈嘲飛卿〉及〈柔卿解籍戲呈飛
卿三首〉的詩。題中名「柔卿」者，大概是樂籍中人，故段成式有「解籍」之說；

且此人極可能是溫庭筠所衷情者，我們從〈嘲飛卿〉詩可以看得出來，詩云： 
 
   曾見當壚一箇人，入時裝束好腰身。少年花蒂多芳思，只向詩中寫取真。

（其一）  

   醉袂幾侵魚子纈，飄纓長罥鳳皇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

（其二） 

 
段成式詩中調笑的意味很濃，不過從其中至少可以確定，溫庭筠當時必有所鍾情

而不能自己者，才會引起段成式這樣的嘲弄。那麼對於段成式這樣的嘲弄，溫庭

筠如何回覆呢？〈答段柯古見嘲〉詩云： 
 
   彩翰殊翁金繚繞，一千二百逃飛鳥。尾生橋下未為癡，暮雨朝雲世間少。

14 

 
從答詩的末兩句，我們可以看出溫庭筠對段成式的嘲諷，雖然在回覆時語氣上也

有一些遊戲的成份，不過同時也可以了解他對這自己的行為是相當認真的，否則

何必以「尾生」自喻呢？而溫庭筠所以認真，從詩意來揣測，應該是他認為「朝

雲暮雨」的真情相屬，是人間少有，因此值得好好珍惜，亦值得為之辯護。這種        

態度，或許我們可以從他的另一首〈杏花〉詩中，得到一些旁證，他在詩中形容

自己：「情為世累詩千首」，「情為世累」，是這位晚唐才子對自己情感態度的告白。 
  從以上討論杜牧、李群玉和溫庭筠三位作家表述個人情感經驗的作品，我們

可以發現到，三人詩中涉及情感互動的對象，都是屬於婚姻關係以外的女性，至

反映在詩中的情感態度，則似乎就如同前文中所提到的，往往是以一種「甜美的

印象」呈現出來。這和另一組的李商隱及趙嘏比較之後，明顯遠不及後者的悽愴

動人。 
 
  關於趙嘏，《唐才子傳》中記載了一段他的深情故事。傳中說： 
 
   先嘏家浙西，有美姬溺愛。⋯⋯浙帥窺見悅之，奪歸。明年嘏及第，自傷

賦詩⋯⋯帥聞之，殊慘慘，遣介送姬入長安。時嘏方出關，途次橫水驛，

於馬上相遇，姬因抱嘏痛哭，信宿而卒。遂葬於橫水之陽。嘏思慕不已，

臨終目有所見，時年方四十餘。15 

 

                                                 
14 同注 11  卷九 頁 354 
15 《唐才子傳校箋》（三）卷七 「趙嘏」條 頁 305 元‧辛文房著 傅璿琮主編 北京中華書

局出版發行 1987 年 5月第 1版 2000 年 2月北京第 2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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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記載並見於《唐摭言》卷十五「雜記」之中；《唐詩記事》亦言及，應該

有一定的可信度。從記載來看，趙嘏早年有一段非常美好的感情，卻因為權貴的

強奪，造成遺憾；後雖重逢，然伊人卻在痛哭於昔日情人懷中之後，隨即香消玉

殞，給趙嘏留下無盡的痛苦與思念，最後竟也因此而早逝。從這一段記載我們可

以知道，趙嘏對於情感的態度，是多麼的執著。這種情感態度，從他留下不多的

作品如〈別麻氏〉、〈洞庭寄所思〉及〈悼亡二首〉中亦可以輕易地感受到。〈別

麻氏〉詩云： 
 
   曉哭呱呱動四鄰，于君我作負心人。出門便涉東西路，回首初驚枕席塵。

滿眼淚珠和語咽，舊窗風月更誰親？分離況值花時節，從此東風不似春。

（卷 549） 

 
這首詩第一聯文字非常質樸，可是在洗淨鉛華的同時，卻因直抒胸臆的緣故，取

得了容易觸人心弦的強烈效果。詩中，作者不再如初唐駱賓王在〈從軍中行路難

二首〉的第二首所表露「但使封侯龍頟貴，詎隨中婦鳳樓寒」的抉擇中，那種以

功名自期來合理化自己的抉擇；而是承認自己的抉擇，是以女方在情感上的孤苦

無依為代價所作出的，因此承認自己是一位「負心人」。由此可見趙嘏對女方感

情的重視，同時也反映出趙嘏自己對情感的認真態度。並且從這一個地方，我們

也可以旁證《唐才子傳》中所描述趙嘏的深情形象，應非出於虛構。 
  趙嘏這種情感態度，在〈悼亡二首〉中，表現得更為明顯。詩云： 
 
   一燭從風到奈何，二年衾枕逐流波。雖知不得公然淚，時泣闌干恨更多。

〈其一〉 

   明月蕭蕭海上風，君歸泉路我飄蓬。門前雖有如花貌，爭奈如花心不同。

〈其二〉（卷 550） 

 

從第一首的第三句來看，這首悼亡詩的對象，應該不是自己的妻子，否則何以「不

得公然淚」呢？然而不是自己的妻子，卻有如此的深情，正可以反映趙嘏對男女

之間的情感，並不會因為彼此之間名份的不同就有差異，則其對情感的認真與忠

實自可想見。在第二首詩中，除了悼傷之外，又加入了自己失路不遇的感慨，使

得悲痛又更深一層。因為在不得意之時，如果能有一名了解自己、支持自己的深

情女子為伴，對情感的慰藉是相當重要的；可是如今連這一點心靈上的寄託，都

從詩人的世界中消失，其悲痛當然不易承受。並且也因為兩人的情感是建立在彼

此的了解之上，所以後兩句中，作者才會感嘆眼前雖不乏如花美色，可是卻不同

於那種曾經擁有的深刻心靈的交流。所以在這第二首詩中，我們更發現了趙嘏對

於情感的態度，是相當重視彼此間心靈的互動，這應該也是在他的這類作品裏，

極少如杜牧、李群玉和溫庭筠一樣去強調女性外貌，而顯得雖質樸卻具強烈情感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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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嘏這種既哀悼鍾情女性謝世，又鎔鑄自己飄蓬身世感傷的作品，正是李商

隱關於悼亡主題書寫的基調。誠如羅宗強先生評論李商隱的悼亡詩時所說： 
 
   這些詩同樣表現了一種銘心刻骨的愛戀，同樣無法排遣，不過又加上了淒

惻哀怨，纏綿沉深，把愛情表現得更為純淨動人。就其情感的純淨高潔真

摯纏綿而言，在唐代的愛情詩中，實為極致之作。16 

 
羅先生的讚賞並非溢美之辭，我們可以隨意選一首李商隱的作品來看一看就可以

了解。如他的〈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見招小飲時余以悼亡日近不去因寄〉這

首詩為例。詩云： 
 
   謝傅門前舊末行，今朝歌管屬檀郎。更無人處簾垂地，欲拂塵時簟竟牀。

嵇氏幼男猶可憫，左家嬌女豈能忘？秋霖腹疾俱難遣，萬里西風夜正長。
17 

 
這一首詩從題可知，是義山妻子王氏夫人去世後所作。首聯即寫出今昔之感，委

婉地說明自己因悼傷之故，不便參加宴會；次聯則述自妻子亡後，閨房中的淒涼

境況；第三聯中再推進一層，描述幼兒嬌女無母之悲，藉此更突顯出義山父兼母

職的辛勞與悲痛；末聯則訴說自己內心這種苦楚，在淒風苦雨的秋夜裏，更有無

以排遣的深沉之感。全詩在平實的敘述中，娓娓地流露出自己悼傷的情懷，透過

閨房的蕭索冷清，幼兒嬌女的悲傷，和秋夜苦雨的景況，層層加重哀悼的心情，

極能引發讀者的同情。又如〈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詩云： 
 
   劍外從軍遠，無家與寄衣。散關三尺雪，迴夢舊鴛機。

18
 

 

這一首五絕，就算是對義山詩最苛評的紀昀，也肯定地贊賞說：「氣格高遠，猶

存開、寶之遺。」19何以紀昀對這一首詩會有如此高的贊美呢？余恕誠、劉學鍇

兩位先生解釋說： 
 
   詩似單純而含蘊豐富，處境之孤孑、遠行之辛苦、身世之飄零，均自然流

露於筆端。雖渾成而曲折有致，洵為盛唐餘響。20 

 

「渾成而曲折有致」，正是這一首詩所以感情豐沛，哀感動人的關鍵所在。不過

                                                 
16 《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第九章 頁 352 羅宗強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6 年 8月第 1
版第 1次印刷 
17 《李商隱詩歌集解》（中）頁 1088 唐‧李商隱著 劉學鍇 余恕誠集解 台北洪葉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發行 1992 年 10月初版一刷 
18 同注 17 頁 1115 
19 同注 17 頁 1117 
20 同注 17 頁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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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仍須注意，這種表現手法雖是「盛唐餘響」，然而這種夫妻之間深厚情感的

描述，卻是晚唐李商隱所獨有的。另外像〈正月崇讓宅〉一首，也是義山在妻子

過世之後，夜宿外家崇讓坊故宅時，觸景傷情所寫下悼念妻子的作品。詩云： 
 
   密鎖重關掩綠苔，廊深閣迥此徘徊。先知風起月含暈，尚自露寒花未開。

蝙拂廉旌終展轉，鼠翻窗網小驚猜。背燈獨共餘香語，不覺猶歌起夜來。21 

 

這一首詩前六句寫出一片衰廢情景，在如此荒涼殘敗的宅室之中，陰暗的燈火映

照著煢獨的身影，義山一人獨自悼念著他過世的妻子，不自覺地低聲吟唱著〈起

夜來〉這一首思念亡妻的歌曲，深刻地表達了作者淒涼的身世，與一往情深的伉

儷之情。 

  義山妻子過世是在大中五年（851），時義山年四十歲。從此時起，到大中十

二年（858）義山過世為止，前後只有七年的時間。在這一個階段裏，義山所寫

的作品中，有許多既訴說著了自己淪落之苦，如「悠揚歸夢唯燈見，濩落生涯獨

酒知」（〈正月二十九日崇讓宅讌作〉），同時也抒發著悼亡之痛，如〈西亭〉云：

「此夜西亭月正圓，疎簾相伴宿風煙。梧桐莫更翻清露，孤鶴從來不得眠。」。 
這種因妻子過世之後，所積累下來的心情，有時是藉著對子女悲苦境遇的無奈而

表露出來，如〈楊本勝說於長安見小男阿袞〉詩云： 
 
   聞君來日下，見我最嬌兒。漸大啼應數，長貧學恐遲。寄人龍種瘦，失母

鳳雛癡。語罷休邊角，青燈兩鬢絲。22  

 

從此詩我們可以看到，義山對自己必須求職於外，不得不使自己的孩子過著寄人

籬下的生活感到歉疚；況且年幼的孩子又失去了母親，於是遙想孩子在無人照料

的情況下，身心所面臨的發展困境，憐惜之情更是溢於言表。這種心痛表述的背

後，融入了自己飄漂泊生涯的困蹇，妻子過世後彼此相互扶持情感的失落，以及

無力照顧子女教養的自責。雖然只是樸實地寫下自己的家事，卻蘊含了這一位詩

人對家人的深情，以及高才坎坷、薄命一生的哀傷。 
從以上所列舉李義山的悼亡作品來看，他在此一主題上表現出與前期完全不

同的情調，因此從愛情主題的發展來觀察，李義山才是真正能將愛情詩的表現，

提高到純淨真摯高度的作家，一如前所引羅宗強先生的評語。然而從另一個角度

來思考，自初唐以來這種愛情主題的書寫，雖然在李義山的手中發展到了難以超

越的成就，卻也同時因為詩中充滿了沈重的哀傷與低迴的情調，不再有前期那種

熱烈、坦率情感迸發的特質。李義山的情感世界，似乎就如同前所引〈正月崇讓

宅〉中那句「背燈獨共餘香語」一樣，只剩下許多淒涼與憂傷，失去了「得成比

目何辭死，只羨鴛鴦不羨仙」的奔放力量。或許可以概括地說，從「熱烈追求」

                                                 
21 同注 17 頁 1354 
22 同注 17 頁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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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憂傷悼亡」，正是唐代愛情主題發展的一條脈絡，這其中的變化，是頗值得

深思的。 
  除了以「悼亡」為主題的作品之外，在義山的集中，尚有一種描述熱烈追求，

卻又充滿難言之隱的情感的作品，許多「無題」詩就是其中的經典之作。如： 
 
   鳳尾香羅薄幾重？碧文圓頂夜深縫。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路未通。

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班騅只繫垂楊岸，何處西南待好風。
23（〈無題二首〉其一）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24（〈無題〉） 

 
   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為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

蠟照半籠金翡翠，麝薰微度繡芙蓉。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
25（〈無題四首〉其一） 

 

對這一類的作品的傳統箋釋方式，在大陸學者劉學鍇與余恕誠兩位先生合著的

《李商隱詩歌集解》書中，已經將所有重要說法羅列出來。而在臺灣則顏崑陽先

生在所著《李商隱詩箋釋方法論》一書中，對自朱鶴齡、吳喬、陸昆曾、姚培謙、

屈復、程夢星、姜炳璋、馮浩以來所建立的箋釋系統，從方法論的觀點論之甚詳
26；龔鵬程先生也曾以「無題詩論究」為題，為文論述相關的問題。27 從臺灣兩

位當代學者研究的成果來看，幾乎立場一致地對清初朱鶴齡以下，到乾隆時期馮

浩的這一條箋釋路線感到不滿。如顏崑陽先生說： 
 
   朱鶴齡以下諸箋釋者最大的偏誤是不尊重作者作品文本的語言成規，因此

使箋釋意義皆由作品之外強植而入，而非由作品之內延伸、超昇而外，以

致言外之意與言內之意全不相干。28 

 
基於這樣的認識，因此顏先生要求對此一箋釋系統被誤用之處，作出調節與修

正。同樣的，龔鵬程先生也有非常相近的看法，他說： 
 
   我們大致可以發現對無題詩最妥當的解釋，不是去解謎、不是去尋找外在

                                                 
23 同注 17（下） 頁 1451 
24 同注 17（下） 頁 1461 
25 同注 17（下） 頁 1467 
26 《李商隱詩箋釋方法論》顏崑陽著 臺灣學生書局 中華民國 80 年 3月初版 
27 《無題詩論究》收於龔鵬程先生所著《文學批評的視野》書中 頁 155～191 台北大安出版社

發行 1990 年元月初版一刷 1998 年 4月初版二刷 
28 同注 26 第四章「結論」第七點 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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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指涉關係（無論是指他所賦的女子或他所寄寓的君臣關係），而是

只就其為一詩之文字藝術，視之如唐人宮怨、閨情，欣賞他對女子心境的

刻劃，玩味詩中意蘊。29 

 
龔先生在此主張將李義山的無題詩，視為與唐人宮怨、閨情主題相同，僅就詩中

文字藝術所呈現對女子心境的刻劃來玩味其意蘊，是相當實事求是的。 
  根據以上兩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如果我們在看待李義山這類描寫男女情感為

主題內容的無題詩時，能夠不拘泥於傳統的箋釋方法，而只單純地去看他如何處

理「愛情」這一類主題，或許更能標示出這位詩人敏感而細膩的擅於「言情」特

質來。誠如吳調公先生所云： 
 
   李商隱的愛情詩是富有高度的藝術概括性的，內容往往不囿於一人一事。

縱或寫一人一事，也常常能拓而深之，推而廣之；其中最優美的作品，更

合於詩人和哲人之境。他的愛情，和中、晚唐的一般愛情詩的顯著不同之

處，正是不執著於人物狀貌和事件經過的浮面描繪，而著重刻劃愛的細膩

感受，渲染詩人愛情生活中悲歡離合的、饒有深意和發人深省的境界。有

些作品，與其說是愛情的直接描繪，還不如說透過愛情的題材，寫出了詩

人對青春和幸福的沉思與探索。30 

 
在這一段話中，有三處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作者指出李義山的愛情詩是具有

「高度的藝術概括性」，基於這樣的特色，那麼就算某些作品有線索可徵其故實，

卻往往可能只是一種興發的觸媒，在經由義山的拓深推廣之後，其意蘊已非原來

觸發的事件或人物所能涵蓋。其次，透過作者將李義山的愛情詩與其他中、晚唐

同類作品比較之後，更能突顯出義山擅於言「情」的特殊地位和成就。這一點和

義山詩的那種「高度藝術概括性」的表現手法，是息息相關的。因為正由於義山

的愛情詩不黏著於人物及事件，故能成就其概括性；而此一概括性之所在，正出

於著重心靈細膩感受的刻劃，直探愛情的本質所致。其三，由於詩人所追求者，

已不止於一人一事，因此愛情此一題材，乃得以昇華其詩境，成為詩人「對青春

和幸福的沉思與探索」。從這一個意義來看，李義山這一類無題詩中，關於男女

情愛主題的書寫，才真正發展到此類主題寫作所能達到的極致層次。 
  除了以上兩類作品之外，當然在李義山的集中，亦有一些酒席歌筵之間的應

酬遊戲之作。這類作品中有許多是以「代言體」的方式寫出的，如以「代應」、「代

贈」為題一類；又如《飲席戲贈同舍》、《妓席》、《飲席代官妓贈兩從事》之類的

作品。這一類作品在寫作方式和心態上，與前所論及杜牧、李群玉的許多作品是

相近的。無可諱言的，這是李義山集中的白璧微瑕，不過因為這些作品並非義山

                                                 
29 同注 27 頁 191 
30 《論李義山的愛情詩》吳調公著 收於國立中山大學中文學會主編之《李商隱詩研究論文集》

頁 381～382 張仁青指導 台北天工書局印行 中華民國 73 年 9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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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作，所以我們也就可以不必再去深論了。 
  從以上筆者所討論關於「大中詩壇」五位較具代表性詩人，他們以男女情感

為主題內容的作品來看，可以發現，不管從作品的數量或成就而言，李義山都是

其中的佼佼者。不過或許也因為李義山這種深情綿邈、低沉哀傷的情感書寫，已

經達到了極致，使得後來的作者難以逾越其成就；倒是酒筵歌席之間的作品，自

溫庭筠、杜牧、李群玉之後，不斷地朝刻露的書寫方式發展下去，到了《香奩集》

中達到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