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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中唐詩人小傳 
＊
  

 
 
孟郊（751－－814） 

♦ 籍貫、郡望：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郡望平昌（今山東安邱），故
其友人韓愈、李翱輩時稱平昌孟東野或平昌孟郊。亦有稱其為洛陽（今

屬河南）人者，或就舊籍而言。 
♦ 字號排行：字東野，行十二。 
♦ 生平小傳：父庭玢，任昆山尉時生郊。孟郊早年隱居嵩山，稱處士。家

境貧困，屢試不第，曾浪跡江西、湖北、湖南等地，一無所遇。貞元十

二年始登進士第，十六年選任溧陽尉。常乘驢至郊外徘徊賦詩，曹務多

廢，縣令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二十年秋，辭溧陽尉，奉母歸

里。元和元年，客長安，與韓愈、張籍等唱和聯句。是年冬，鄭餘慶拜

河南尹、水陸轉運使，辟為水陸轉運從事、試協律郎。四年，丁母憂去

職。九年，鄭餘慶鎮興元，復辟為節度參謀、試大理評事。赴任途中，

次於閿鄉，暴疾卒。友人等從張籍議，私謚為貞曜先生。 
♦ 作品與生平的史籍記錄：《新唐書．藝文志》著錄《孟郊詩集》十卷。今

傳《孟東野詩集》十卷。《全唐詩》編其詩為十卷，見卷三七二至三八一。

生平事蹟見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舊唐書》卷一六○及《新唐書》

卷一七六本傳、《唐詩紀事》卷三五。 
 
 

王建（766?──約大和中） 

♦ 籍貫、郡望：關輔（今陜西）人，郡望潁川（今河南許昌）。 
♦ 字號排行：字仲初，行六。 
♦ 生平小傳：王建約於德宗初年求學齊州鵲山，與張籍為同學。貞元中歷

佐淄青、幽州、嶺南節度幕，元和初復佐荊南、魏博幕。八年前後任昭

應丞。轉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聯宗，盡得宮中之情，作《宮詞》百首，

膾炙人口。遷太府丞，長慶二年間任秘書郎。大和二年自太常丞出為陝

                                                 
＊ 資料來源，見劉昫等撰：《舊唐書》，（台北：洪氏出版社，民 66 年）。歐陽脩：《新唐書》，

（台北：藝文印書館，民 44 年）。計有功：《唐詩紀事》，（台北：木鐸出版社，民 71 年）。

清聖祖敕撰：《全唐詩》，（北京：中華書局，1960 年）。陳尚君輯校：《全唐詩補編》，（北

京：中華書局，1992 年）。主要參考周祖譔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北京：

中華書局，1992年）。詩人順序之排列按照出生年代；生年不詳者羅列在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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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司馬，罷任閑居京郊。約卒大和中，長於樂府，與張籍並稱「張王」。

作品與生平的史籍記錄：《新唐書‧藝文志》著錄《王建集》十卷。今存

《王建詩集》（又稱《王司馬集》）八卷，一作十卷。《全唐詩》卷二九七

至三○二編其詩為六卷；卷八九○收其詞十首，六首與詩重出；《全唐詩

補編》卷二五補詩二首。事蹟散見張籍〈逢王建有贈〉詩、白居易〈授

王建秘書郎制〉、《新唐書‧藝文志四》、《唐詩紀事》卷四四。 
 
 
張籍（766?──830?） 

♦ 籍貫、郡望：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後遷居和州烏江（今安徽和縣）。 
♦ 字號排行：字文昌，行十八。 
♦ 生平小傳：張籍於貞元十三年十月北游汴州，與韓愈相識，時韓愈主持

府試，解送入京應舉。明年登進士第。旋返和州，居喪不仕。元和元年，

補太常寺太祝，十年不調。害眼疾三年，幾至失明，故孟郊贈詩稱之「窮

瞎張太祝」。十一年，始轉為國子助教。十五年遷秘書郎。宰相裴度自太

原寄馬相贈，張籍賦〈謝裴相公寄馬詩〉，韓愈、白居易、元稹、劉禹錫、

李絳等均有和作，一時推為文壇盛事，可見他人緣極佳。長慶元年，韓

愈薦為國子博士。次年遷水部員外郎。四年擢主客郎中。大和二年拜國

子司業，世稱「張水部」或「張司業」。大和四年前後卒。張籍長於樂府，

與王建詩風相近，後人每以「張王」並稱。 
♦ 作品與生平的史籍記錄：《新唐書．藝文志》著錄《張籍詩集》七卷。今

流傳較廣為《張司業集》八卷本。《全唐詩》編其詩五卷，見卷三八二至

三八六。《全唐詩補編》卷五錄佚詩一首。《全唐文》卷六八四收錄其文

兩篇。生平事蹟見《舊唐書》卷一六○、《新唐書》卷一七六本傳、《唐

詩紀事》卷三四。 
 
 
韓愈（768－－825） 

♦ 籍貫、郡望：河陽（今河南孟縣）人。《新唐書》本傳謂其鄞州南陽人，
誤。郡望昌黎。 

♦ 字號排行：字退之，行十八。因郡望為昌黎，故世稱韓昌黎。 
♦ 生平小傳：父仲卿，官武昌令，有美政，李白為撰〈去思頌碑〉。韓愈三

歲而孤，隨長兄會播遷韶嶺。會卒，從嫂歸葬河陽，由嫂鄭氏鞠養。七

歲讀書，十三能文，刻苦自礪，日記數千百言，遂通《六經》、百家學。

大曆、貞元間，受獨孤及、梁肅崇尚古學風氣影響，銳意仰鑽，欲自振

於一代。貞元八年擢進士第。同榜及第者多才俊之士，故稱「龍虎榜」。

十二年七月受董晉辟，為宣武軍節度使觀察推官。十五年秋，依武寧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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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度使張建封。十八年為四門博士，次年遷監察御史，以論事切直得罪

權要，貶陽山令。憲宗即位，徙江陵府法曹參軍。元和元年六月，授國

子博士，分司東都。四年改都官員外郎，仍守東都省。翌年改河南令。

六年秋，至京師，為職方員外郎。七年，坐事降為太學博士，作〈進學

解〉以自喻。八年擢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次年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

十二月兼知制誥。十一年正月，遷中書舍人。為飛語所謗，降為太子右

庶子。十二年八月，隨裴度宣慰淮西，為行軍司馬。淮西平，以功授刑

部侍郎。十四年，因上表諫迎佛骨忤旨，貶潮州刺史，量移袁州刺史。

十五年九月徵為國子祭酒。長慶元年七月，轉兵部侍郎。次年二月，奉

詔赴鎮州宣諭王廷湊。使還，轉吏部侍郎。三年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十月復為兵部侍郎，旋改吏部侍郎。四年十二月二日卒。謚文。世稱「韓

吏部」或「韓文公」。 
♦ 作品與生平的史籍記錄：《舊唐書》本傳及《新唐書‧藝文志》載《韓愈

集》四十卷，為門人李漢所編。據李漢序云，韓愈尚有《順宗實錄》五

卷，今存。《全唐文》編其文為二二卷，見卷五四七至五六八。《全唐詩》

編其詩為十卷，見卷三三六至三四五。生平事蹟見李翱〈贈禮部尚書韓

公行狀〉、《舊唐書》卷一六○、《新唐書》卷一七六本傳、《唐詩紀事》

卷三四。 
 
 
白居易（772－－846） 

♦ 籍貫、郡望：祖籍太原（今山西），後遷居下邽（今陜西渭南），遂為下
邽人。出生於鄭州新鄭縣（今屬河南）。 

♦ 字號排行：字樂天，晚號香山居士、醉吟先生，行二十二。 
♦ 生平小傳：白居易自幼聰慧，五、六歲學作詩，九歲解聲韻。建中三年，

隨父至徐州別駕任所，寄家符離。次年避亂至越中。貞元十六年登進士

第。十八年登書判拔萃科。次年授秘書省校書郎。元和元年考取「才識

兼茂、明於體用科」，授盩厔縣尉。二年十一月任翰林學士。後歷左拾遺、

京兆府戶曹參軍等職，仍兼翰林學士。以亢直敢言和寫作新樂府詩諷刺

時政為權豪所恨。六年丁母憂。服闕，召授太子左贊善大夫。十年秋，

因上書請求急捕刺殺宰相武元衡兇手，執政惡其越職言事，貶江州司馬。

十三年冬，轉忠州刺史。穆宗即位，召為尚書司門員外郎。十二月改授

主客郎中、知制誥。長慶元年遷中書舍人。明年求外任，除杭州刺史。

曾修築錢塘湖堤蓄水灌田千餘頃。四年五月，分司東部。寶曆元年三月，

再除蘇州刺史。次年九月因病罷官歸洛陽。大和元年徵為秘書監。次年

除刑部侍郎。三年，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茲後定居洛陽。歷河南尹、

太子賓客、太子少傅等職。棲心梵釋，淡泊自守。會昌二年仕刑部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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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出資鑿開龍門八節石灘，以利行船。六年八月卒。謚文。世稱「白傅」

或「白文公」。白居易以詩著稱。早年與元稹齊名，世稱「元白」；晚年

與劉禹錫齊名，並稱「劉白」。 
♦ 作品與生平的史籍記錄：《新唐書‧藝文志》著錄《白氏長慶集》七五卷。

現存《白氏長慶集》（又稱《白氏文集》、《白香山集》）多為七十一卷本，

《全唐詩》編其詩為三九卷，見卷四二四至四六二。《全唐詩補編》卷七

補詩二首。《全唐文》編其文為十七卷，見卷六五六至六八二。生平事蹟

見李商隱〈白公墓碑銘並序〉、《舊唐書》卷一六六及《新唐書》卷一七

四本傳、《唐詩紀事》卷三八、三九、四九。 
 
 
劉禹錫（772－－842） 

♦ 籍貫、郡望：舊稱中山或彭城人，皆指郡望而言。實為洛陽（今屬河南）

人。 
♦ 字號排行：字夢得，行二十八。 
♦ 生平小傳：劉禹錫出生於江南。幼年隨父寓居嘉興、吳興一帶，從詩僧

皎然、靈澈學詩。貞元九年擢進士第，又登博學宏詞科。十一年，授太

子校書。十六年，為徐泗濠節度掌書記，隨杜佑出師討伐徐州叛軍。旋

改任淮南節度掌書記。十八年，調任渭南縣主簿。次年入朝為監察御史。

二十一年正月，順宗即位，任王叔文等人革新政治，擢劉禹錫為屯田員

外郎，判度支鹽鐵案，協助杜佑、王叔文整頓財政、使奸吏衰止。是年

八月，順宗內禪，憲宗即位，改元永貞。劉禹錫先貶連州刺史，再貶朗

州司馬。居朗州九年，與柳宗元詩書往還，探討學術。元和十年二月，

召至京師。因賦〈玄都觀看花詩〉得罪執政，再出為播州刺史。經裴度

說情，改刺連州。長慶元年冬，為夔州刺史。四年，調任和州刺史。寶

曆二年罷歸洛陽。大和元年，授主客郎中分司東都。二年春入朝為主客

郎中，賦〈再游玄都觀絕句〉以見不屈之志。不久，兼任集賢殿學士，

三年，改官禮部郎中，仍兼集賢殿學士。四年間共整理新書二千餘卷。

五年十月，出為蘇州刺史，轉汝、同二州刺史。所在皆能救濟災荒，紓

民之困。開成元年秋，被足疾，改任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後加秘書監、

檢校禮部尚書銜。雖年老多病，而時思振拔。會昌二年秋，病故於洛陽。

世稱劉賓客。劉禹錫晚年有「詩豪」之稱。與白居易齊名，合稱「劉白」。 
♦ 作品與生平的史籍記錄：《新唐書‧藝文志》著錄《劉禹錫集》四○卷，

今傳者稱《劉夢得文集》或《劉賓客文集》。《全唐詩》編其詩為十二卷，

見三五四至三六五。《全唐詩補編》卷五補詩二首。《全唐文》編其文為

十二卷，見卷五九九至卷六一○。生平事蹟見《舊唐書》卷一六○、《新

唐書》卷一六八本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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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紳（772──846） 

♦ 字號排行：字公垂，行二十。 
♦ 籍貫、郡望：郡望譙（今安徽毫縣）。其父寓家無錫（今屬江蘇），遂為
無錫人。 

♦ 生平小傳：李紳身材短小，故友人白居易輩戲稱之為「短李」。武朝中書

令敬玄曾孫。元和元年登進士第。南歸潤州，浙西觀察使李錡辟為掌書

記。二年，李錡謀叛逆，李紳數諫，又不肯作疏，遂遭囚禁。錡敗，始

獲釋。四年為校書郎。九年遷國子助教。十四年為山南西道觀察判官。

同年五月，除右拾遺。穆宗即位，擢翰林學士，與李德裕、元稹同時，

號為「三俊」。旋遷右補闕，長慶元年三月，加司勛員外郎知制誥。二年

二月，遷中書舍人加承旨，為李逢吉所排擠，於三年三月改御史中丞，

罷內職。十月，出為江西觀察使，未離京，改戶部侍郎。敬宗即位，又

遭張又新等誣陷，貶端州司馬。寶曆元年五月，量移江州長史。大和二

年遷滁州刺史。四年改壽州刺史。七年正月，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閏七月，為浙東觀察使。至九年復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元年為

河南尹，六月改宣武軍節度使。五年九月，代李德裕為淮南節度使，嚴

懲貪吏吳湘。會昌二年二月，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年閏

七月，罷為淮南節度使。六年七月卒，謚文肅。 
♦ 作品與生平的史籍記錄：《新唐書‧藝文志》著錄《追昔遊詩》三卷，今

存。《全唐文》卷六九四錄其文十二篇，《全唐詩》編其詩為四卷，見卷

四八○至四八三。《全唐詩補編》卷七補詩一首。生平事蹟見白居易〈淮

南節度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郡李公家廟碑〉、沈亞之〈李紳傳〉、《舊唐書》

卷一七三、《新唐書》卷一八一本傳。 
 
 
柳宗元（773－－819） 

♦ 籍貫、郡望：祖籍河東（今山西永濟），故世稱柳河東。 
♦ 字號排行：字子厚，行八。 
♦ 生平小傳：柳宗元父鎮，安史亂時，徙家吳興（今浙江湖州），官終侍御

史。宗元長於京師，幼敏悟。四歲，母盧氏教以古賦十四篇，皆諷傳之，

「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貞元九年，進士及第。十四年，登博學宏詞

科，授集賢殿正字。年少才高，「踔厲風發」，「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

交」。十九年，自藍田尉拜監察御史里行。二十一年正月，順宗即位，擢

為禮部員外郎，協助王叔文等力革弊政，為宦官、藩鎮及權臣所反對。

八月，順宗內禪，憲宗即位，改元永貞。翌月，貶宗元為邵州刺史，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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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任，於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同日遭貶者尚有同政見者韓泰、韓曄、

劉禹錫等七人，史稱「八司馬」。在永州九年，居常鬱鬱。著述甚富。元

和十年正月，召赴京師。三月，又出為柳州刺史，能因俗施教，於庶政

多所興革，尤以令奴婢贖身，惠民最多。十四年，卒於任所，人稱「柳

柳州」，民為立祀。 
♦ 作品與生平的史籍記錄：《新唐書．藝文志》著錄《柳宗元集》三十卷，

《非國語》二卷，今存。《全唐文》編其文為二五卷，見卷五六九至五九

三，《全唐詩》編其詩為四卷，見卷三五○至三五三。又《全唐詩補編》

卷二三補詩三首。生平事蹟見《舊唐書》卷一六○、《新唐書》卷一六八

本傳、韓愈〈柳子厚墓誌銘〉等。 
  
 
皇甫湜（777？──835？） 

♦ 籍貫、郡望：睦州新安（今浙江淳安）人。郡望安定（今甘肅涇川）。 
♦ 字號排行：字持正，行七。 
♦ 生平小傳：皇甫湜幼時寄家揚州，曾以童子見顧況於揚州孝感寺，頗得

顧況嘉許。弱冠至京師，三年無所遇，乃東還，遍遊嶺嶠。貞元中，至

江西，上書觀察使李巽，無所獲。十九年又北上。元和元年進士及第。

三年，登賢良方正科，以策文直切，為宰相所忌。授陸渾尉。後曾貶官

廬陵。太和元年至二年間，在山南東道節度使李逢吉幕府。逢吉轉宣武

軍節度使，湜亦返洛陽。後歷官至工部郎中。以性狷急，數忤同省，求

分司東都，留守裴度辟為判官。其後不知所終。湜與韓愈有師友之誼，

曾與李翱同學古文於韓愈。 
♦ 作品與生平的史籍記錄：《新唐書．藝文志》著錄《皇甫湜集》三卷，已

佚。《全唐文》卷六八五至六八七編其文為三卷，《全唐詩》卷三六九存

詩三首，內〈石佛谷〉詩係他人詩混入。生平事蹟見《新唐書》卷一七

六本傳、《唐詩紀事》卷三五。 
 
 
元稹（779－831） 

♦ 籍貫、郡望：鮮卑族後裔。世居京兆萬年（今陜西西安）。 
♦ 字號排行：字微之，別字威明，行九。 
♦ 生平小傳：元稹八歲喪父，至鳳翔依舅族。其母教以書學。九歲從姨兄
學詩律。貞元九年，年方十五，以明兩經擢第。後遊蒲州，有艷遇，終

決絕，作著名傳奇〈鶯鶯傳〉托名張生以紀其事。十九年，中書判拔萃

科，署秘書省校書郎。元和元年，登才識兼茂、明於體用科，授左拾遺。

上疏論政，為宰臣所惡，出為河南縣尉。四年，為監察御史，出使劍南



 333

東川，劾奏官吏奸事，獲罪權貴，分務洛陽東臺。明年召還，經敷水驛，

與宦官劉士元爭宿驛站正廳，為所辱。時宦官勢盛，憲宗貶元稹為江陵

士曹參軍。十年，奉召返京，旋出為通州司馬。十三年冬，轉虢州刺史。

翌年，入為膳部員外郎。穆宗即位，擢祠部郎中、知制誥。長慶元年，

進中書舍人、翰林承旨學士。二年，由工部侍郎拜相。未幾，出為同州

刺史。三年，為越州刺史、浙東觀察使。大和三年，入為尚書左丞。次

年又出為武昌軍節度使。五年七月，卒于任所。元稹早歲，執法剛直，

權倖憚之。元和末，轉依宦官，雖官位日隆而為時論所薄。詩與白居易

齊名，世稱「元白」。宮中樂色，常誦其詩，呼為「元才子」。 
♦ 作品與生平的史籍記錄：據白居易〈元稹墓誌銘〉及《舊唐書》本傳均

言其有《元氏長慶集》一○○卷。宋以後傳本《元氏長慶集》只六十卷。

中華書局本《元稹集》於六○卷外，收有外集八卷。《全唐詩》編其詩為

二八卷，見卷三九六至四二三。《全唐文》卷六四七至卷六五五，編其文

為九卷。生平事蹟見白居易〈元稹墓誌銘〉、《舊唐書》卷一六六及《新

唐書》卷一七四本傳、《唐詩紀事》卷三七。 
 
賈島（779－－843） 

♦ 籍貫、郡望：幽都（今北京）人。 
♦ 字號排行：字浪仙，一作閬仙，自稱碣石山人、苦吟客。 
♦ 生平小傳：賈島早歲為僧，名無本。元和間，在洛陽以詩投韓愈，為愈

所稱賞，後攜之入京，返俗後舉，而終身未第。憤世嫉俗，作詩嘲諷權

貴，為公卿所恨，號為舉場「十惡」。長慶二年與平曾等同被逐出關外。

曾游蒲絳，隱嵩山，大和中至光州謁刺史王建。開成二年，坐飛謗責授

遂州長江縣主簿。五年，遷普州司倉參軍。會昌三年，轉授普州司戶參

軍。未及受任卒。 
♦ 作品與生平的史籍記錄：今傳《賈長江集》一○卷。《全唐詩》卷五七一

至五七四，編其詩為四卷。《全唐詩補遺》卷六補詩一首。生平事蹟見蘇

絳〈唐故司倉參軍賈公墓誌銘〉（《全唐文》卷七六三）、《唐摭言》卷十

一、《新唐書》卷一七六本傳、《唐詩紀事》卷四○。 
 
 
李賀（790－－816） 

♦ 籍貫、郡望：郡望隴西（今屬甘肅），福昌（今河南宜陽）人。唐宗室鄭
孝王亮後裔。  

♦ 字號排行：字長吉。 
♦ 生平小傳：李賀雖為唐室後裔，但家室早已沒落。父晉肅，曾官陝縣令，

早卒。賀家福昌之昌谷，故世稱李昌谷。元和二年移居洛陽，曾以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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謁韓愈，深受韓愈器重。五年應河南府試，獲解。入京應進士試。毀之

者謂父名晉肅，晉、進同音，子當避諱，不得舉進士。韓愈為作〈諱辯〉

以解之，然終未登一第。六年仕為奉禮郎。或言李賀於元和三年至河南

府取解，明年應省試不第，五年為奉禮郎，位卑職冷，病貧交迫。八年

春，辭官歸昌谷閒居。九年秋，赴潞州依張徹。元和十一年病歸，卒於

家。 
♦ 作品與生平的史籍記錄：《新唐書．藝文志》著錄《李賀集》五卷。後世

刻本頗多，清王琦、姚文燮、方扶南評註《李長吉歌詩》較為通行。《全

唐詩》編其詩為五卷，見卷三九○至三九四。《全唐詩補編‧續補遺》卷

五補其詩一首。生平事蹟見李商隱〈李賀小傳〉、《舊唐書》卷一三七、《新

唐書》卷二○三本傳、《唐詩紀事》卷四三。 
 
 

生卒不詳者 

 
盧仝（？－－835） 

♦ 籍貫、郡望：郡望范陽（今河北涿縣）。後移居揚州（今屬江蘇）。 
♦ 字號排行：自號玉川子。 
♦ 生平小傳：盧仝初隱濟源（今屬河南）山中，因賦〈與馬異結交詩〉，「怪

辭驚眾」，受謗不巳（參韓愈〈寄盧仝〉）。後長期寓居洛陽，貧困不能自

給，至向鄰僧乞米。元和五年，韓愈為河南令，常分己俸賑之。六年冬

赴揚州變賣「舊業」，搬取圖書，在洛陽里仁坊買宅定居。朝廷徵為諫議

大夫，不就。大和九年十一月於宰相王涯家留宿，適遭「甘露之變」，與

王涯同時被害。賈島作〈哭盧仝詩〉悲悼之。 
♦ 作品與生平的史籍記錄：《新唐書‧藝文志》著錄《玉川子詩》一卷，《直

齋書錄解題》著錄《盧仝詩》三卷，其中有集外詩一卷。今有《四部叢

刊》影舊鈔本《玉川子詩集》二卷、外集一卷較為通行。清孫之騄有《玉

川子詩集注》五卷。《全唐詩》卷三八七至三八九編其詩為三卷。《全唐

文》卷六八三收其文四篇。生平事蹟見《新唐書》卷一七六本傳、《唐詩

紀事》卷三五。 
 
 
劉叉（生卒年不詳） 

♦ 籍貫、郡望：自稱彭城子，或為彭城（今江蘇徐州）人，但《唐才子傳》
謂其河朔間（泛指黃河以北地區）人。 

♦ 字號排行：有作劉叉、劉乂者，皆誤。不知其名，以字行。又自稱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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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生平小傳：劉叉偉軀幹，有臂力。早年居魏，常出入市井，椎牛擊犬豕，

任氣行俠。因酒後殺人，變姓名遁去。遇赦復出，流寓齊、魯間，始折

節讀書。嘗南游巴蜀，北至桑乾。元和時，聞韓愈善接天下士，步行歸

之。所賦〈冰柱〉、〈雪車〉二詩，頗為人所稱道，一度名居盧仝、孟郊

之上。為樊宗師所服膺。又曾從盧仝受《春秋》之學。元和十四年，韓

愈因諫迎佛骨貶潮州，叉有詩寄贈。劉叉負才不羈，工詩，自稱「詩膽

大於天」（〈自問〉）。投至韓愈門下之時，以爭語不能下賓客，因持愈金

數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不若與劉君爲壽。」遂行，歸齊魯，不

知所終。 
♦ 作品與生平的史籍記錄：《全唐詩》卷三九五編其詩為一卷。《全唐詩補

編》卷五錄佚詩一首。生平事蹟見《全唐文》卷七八○李商隱《紀事‧

齊魯二生‧劉叉》一文、《新唐書》卷一七六本傳、《唐詩紀事》卷三五。 
 

馬異（生卒年不詳） 

♦ 籍貫、郡望：河南（今河南洛陽）人。一說睦州（今浙江建德）人。 
♦ 字號排行：不詳。 
♦ 生平小傳：馬異於興元元年進士及第。《唐才子傳》謂「少與皇甫湜同硯

席」，誤。皇甫湜赴舉，馬異有詩相送。盧仝聞其名，深為傾慕，寄詩與

之結交，謂其詩「絕勝明珠千萬斛」（〈與馬異結交詩〉），異亦有詩酬答。

其後不知所終。 
♦ 作品與生平的史籍記錄：《全唐詩》卷三六九錄其詩四首。除〈答盧仝結

交詩〉較為險怪生澀外，餘皆不入此格。事蹟見《唐詩紀事》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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