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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初唐以前邊塞詩的發展 

      

 

在前章的第二節中，筆者為釐清邊塞詩的範疇，對「邊塞」作了一個簡要的

界定。中國雖自秦漢以後才有具體的邊塞觀和「邊塞」一詞連用之例，然而，「邊

塞」乃相對於「國中」而產生，是用來區別既有觀念中的核心空間，故國家形成

之後，即有所謂「邊塞」的形成
1
。而中國歷史源遠流長，本章主要目的即在上

溯中國邊塞詩的源頭，再以此而下，綜論南朝以前的邊塞詩，以求在進入本文主

題討論之前，對中國邊塞詩的發展有所認知。此外，因本文主要在討論南朝到初

唐的邊塞詩中的「時空結構」，行文之時可能略於此時期邊塞詩發展的形式特點

和其他層面，故在進入南朝到初唐邊塞詩時空結構研究之前，先在本章將此時期

邊塞詩發展的整體情況作一爬梳和說明。 

 

 

第一節  南朝以前的邊塞詩 

 

    在本文緒論中，筆者已對邊塞詩的範圍作了一個簡單的界定，因而本文所取

的邊塞詩乃去除了「時代」的限制，而認定只要在地域或主題上貼合邊塞思維，

便均屬於邊塞詩的範圍。 

 

關於中國邊塞詩的起源，大陸學者劉維鈞先生認為根據《穆天子傳》中所記

載關於周穆王與西王母的應酬唱和之辭2，已能想見早在三千年前，中土之地已

                         
1 王開元：〈邊塞詩探源〉（《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二十五卷第四期，1997年）

有云：「『邊塞』是與『國中』相對而言的，故『邊塞詩』只能產生於國家形成之後，無國家則無

所謂『邊塞』。因此，中國的邊塞詩，只能產生於夏朝建立之後。」頁 1。 
2 西王母對周穆王（姬滿）表達歡迎，唱道：「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

子無死，尚能復來？」周穆王答道：「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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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域有密切的交往；戰國詩人屈原在《楚辭》中亦已傳達了有關西域一帶的地

理座標和景觀
3
，故此二者均可視為邊塞詩的源頭。劉氏得出這樣的結論： 

 

      穆天子與西王母的唱和詩，應屬於古邊塞詩的胚胎期；屈原的有關西域的

詩句，應屬於古邊塞詩的雛形期。
4
 

 

劉氏之立論自有其根據，也拉長了邊塞詩研究的時代斷限。然而，《穆天子傳》 

與《楚辭》中所呈現的大量上古傳說，實具有濃厚的神話色彩，因此，或可據此

來推斷當時人們對西域已有些概念，但若要以此作為實際空間的考察和求證，則

必與現實有所出入。故筆者對此意見乃採取保留的態度，不主張從這些資料來論

述邊塞詩的形成，而是從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來展開討論。 

 

（一） 《詩經》時代 

     

《詩經》中有許多與戰爭相關的作品，反映了當時王朝建立和諸侯競爭的情

形。除此之外，其中有某一部份的戰爭詩涉及了當時的邊疆民族，例如〈大雅•

皇矣〉記載了周人的開國歷史，詩中前半段主要在陳述王季上承其父，下傳其子，

並友於其兄的事跡，但其中亦寫到王季之父古公亶父擊退蠻夷以開闢岐山的英雄

事跡，詩云「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這是指古公亶父因

其明德，秉受了天命賦予的穩固地位，而串夷則難免於失敗。「串夷」亦稱「混

夷」，後來又習稱「犬戎」或「玁狁」，是我國當時西北地方的原始部族，西周和

春秋時期經常向中原地區侵擾並發生衝突。《詩經》中還有許多地方有相關的記

載，例如〈小雅•六月〉也是在讚美尹吉甫奉召征伐玁狁，獲勝建功的詩篇，其

                                                                       
將復而野。」 
3 劉氏認為《楚辭•離騷》中所提到的「不周」、「西海」和「白水」等地名，從古代地理文獻的

考察得知，都是屬於今日西域乃至於中東境內的範圍。 
4
 劉維鈞：〈邊塞詩源流初探〉，《新疆大學學報》第三期（1988年），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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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云： 

 

      六月棲棲，戎車既飾。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 

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於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既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 

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鱉膾鯉。 

侯誰在矣，張仲孝友。5 

 

全詩分為六段，從整齊威儀的兵車、戰馬和軍隊寫起，描寫大軍長征到今山西西

部，最後帶回勝利與光榮。再如〈大雅•江漢〉所云：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

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

有爭，王心載寧。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

于理，至于南海。 

                         
5
 此詩引自《十三經注疏．詩經》（台北：藝文印書館 1973年 5月），頁 35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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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

敏戎公，用錫爾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

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

文德，洽此四國。
6
 

 

全詩亦分為六段，在詩歌中歌頌著當時出征四方、四夷來服的豐功偉業，且從「式

辟四方，徹我疆土」之句可見當時對疆土、疆界已有清楚的概念。其他類似的作

品還有〈小雅•采薇〉、〈小雅•采芑〉和〈小雅•出車〉7等，顯示在《詩經》

時代已有不可避免的邊塞問題，且是國家積極處理的重大事件，此類作品應已可

視為邊塞詩的萌芽，王開元先生在〈邊塞詩探源〉中便如此認為： 

 

      西周、春秋時代的詩歌集中表現為《詩經》，數量眾多，藝術高超，其中

有許多詩歌涉及邊塞之事。所以，《詩經》應是邊塞詩的源頭。8 

 

且隨著周王朝之建立和國勢的日益茁壯，國家的概念愈形明朗，與邊塞的對立就

愈見顯著，王開元先生對此亦有說明： 

 

      …另一方面，也可見《詩經》中的邊塞詩萌芽，有一發展過程，在記西周

建國前史跡的戰爭詩中，邊塞詩的因素只限於個別詩句或章節，如萌芽之

                         
6 此詩引自同上注，頁 684-688。 
7 西周宣王時期，國力強盛，君王命將領南征北討，此四篇均是記載此時期所發生的戰爭。〈大

雅•江漢〉是記載宣王命召虎遠征淮夷，獲得勝利；〈小雅•采薇〉亦記宣王命將征伐玁狁；〈小

雅•采芑〉是宣王時方叔征伐楚國，獲得勝利；〈小雅•出車〉也是宣王派大將南仲擊敗玁狁，

終獲勝利的詩篇。 
8王開元：〈邊塞詩探源〉，《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二十五卷第四期，1997年，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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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土，尚未成形。至西周初，邊塞詩才如萌芽之破土而出，初具形狀。
9
 

 

在專記戰爭的詩篇之外，《詩經》中還有許多因戰爭或其他因素而羈旅異地的抒

情詩篇，或寫婦人對出征夫婿的思念，或寫征戍者征途上的艱辛，或寫征戍者久

戍思歸的愁緒。如上文提及〈小雅•采薇〉的第六段詩句：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 

我心悲傷，莫知我哀。
10
 

 

將久居外地之戍士的歸來之情，描寫得極為深刻，透露著征夫哀傷人事全非的複

雜情緒，情感表達得既豐沛又含蓄。又如〈王風•揚之水〉一篇，是寫士兵離開

家鄉久戍於外，隨著時間的遞擅，內心逐漸積壓的怨懟之情，詩云：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11？ 

 

這樣的文字，在含蓄中充滿激動與憤怒的情緒，除了透露對當時社會制度的不

滿，每小段的最後兩句，充分表達出兵士久戍思歸的迫切心情。所以，除了描寫

戰爭的詩篇，《詩經》中表現行役和懷鄉等與邊塞相關的豐富內容，應也可視為

早期邊塞詩的呈現。因此，若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將西周至春秋時期的《詩經》

視為是我國邊塞詩的萌芽實不為過，是一個可以接受的說法。 

 

                         
9 同上註，頁 84。 
10 此詩引自同注 5，頁 334。 
11
 此詩引自同上注，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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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漢代 

     

秦亡以後，漢代開啟了中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盛世。在壯大的國勢與漢代君王

的有心經營之下，開始與西域展開密切的往來，最著名的即是張騫兩次奉武帝命

而通西域，開通絲綢之路之餘，對東西文化上的交流更是貢獻卓著。但是，在頻

繁的往來中，西漢盛世對邊疆民族的戰爭亦不少，尤其在對匈奴的政策上改採了

主動的出擊，不再只是防禦政策。在此時代背景之下，漢人與邊塞的互動加強，

對邊塞的瞭解加深，自然可以想見將有較多邊塞詩產生。 

     

根據《漢書•西域傳》烏孫國條下的記載，西漢武帝時遠嫁到烏孫國的劉細

君（史稱細君公主或江都公主），在烏孫國生活後有留下題名為〈黃鵠歌〉的詩

作12：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墻，以肉為食兮

酪為漿。居常土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13 

 

全詩共六句，前二句說明遠嫁他國的原因，三、四句描寫烏孫國的生活情景，末 

二句表達了思鄉的哀傷情懷，堪稱結構完整的作品，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將其 

收入〈雜歌謠辭〉。有別於上述《詩經》中含蓄委婉的語言，此詩將身臨異地的

感受直接而真實的表達出來，透過詩中所寫的穹廬、肉食、旃牆和酪漿，具體呈

現了游牧民族有別於漢族的生活形象。在樸實的文字之下，劉細君傳達出身處異

地的深刻感受，比起此前的邊塞作品，此詩可算是一首真正充滿邊塞情懷的詩

                         
12《漢書》，收入《二十五史》（台北：藝文印書館輯，開明出版，1962年），卷九十六下，列傳

第六十六上〈西域傳〉曰：「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王昆莫。公主至

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乃自作歌」，，

頁 1513-1514。 
13 此詩引自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台灣：里仁書局，1984年），第二冊，第八十四卷，頁

1186，此書中題為〈烏孫公主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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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西漢初年有一位劉細君，而東漢末年亦出了一位女詩人蔡琰，為著名學者蔡

邕之女，她經歷漢末的社會戰亂，被擄至匈奴而結婚生子，後雖因胡漢通好被漢

使接回，卻又經歷了與親身骨肉的離別之苦，身世堪稱可憐。也因為如此堪憐的

遭遇，她留下了兩首悲憤詩14，將一生的遭遇與女性的悲憤傾注其中，而成為當

時建安文壇上的傑作。這首五言詩的前四十句敘述她遭禍被擄的悲慘遭遇，次四

十句則敘述她在匈奴的生活和即將被贖回漢的悲喜交集，以及和骨肉分離的悲傷

情緒，最末二十八句則敘述歸途所見和回鄉之感。因此詩甚長，故僅節錄如下數

句： 

 

……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

尸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

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

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嘆無終已。……煢煢對孤景，怛吒靡肝肺。登高

遠眺望，神魂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為復彊視息，雖生何聊

賴？托命於新人，竭心自勖勵。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

懷憂終年歲！15 

 

由此可以見該全詩條理嚴謹，將胡人的凶悍野蠻和胡地的原始苦寒具體反映，是

一首極具社會性和歷史性的作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蔡琰從漢地被擄至胡地，

後又回到漢地，最後產生了「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的悵惘之情，這種因時

空的改變而伴隨著生離死別和人事全非，可說已呈現了人生處境和心理狀態的眾

多邊塞詩的普遍內涵。 

     

                         
14 悲憤詩有楚辭體和五言體兩首，進世有學者懷疑其中一首應為偽作，認為同一事實和同一情

緒，絕無作兩首之必要。但詳觀兩首悲憤詩，所敘時間並不相同，詩中心情也截然有別。 
15 此詩引自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台北：學海出版社，1984年 5月），上冊，〈漢詩〉

卷七，頁 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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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府詩集》中的〈雜歌謠辭〉還收錄了〈李陵歌〉和〈匈奴歌〉各一首，

它們亦可視為邊塞詩作。根據《漢書》的記載，〈李陵歌〉是西漢昭帝時李陵與

蘇武道別時，對自己遙遙無期的歸途有感而發
16
： 

 

      徑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隤，

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17
 

 

全詩短短六句，描寫發生在李陵身上的時代悲劇，其一生為國家浴血奮戰，在祖

國的殘酷對待下，竟深陷胡地而不得歸，萬里沙漠成就了天人永隔，也深刻傳唱

出李陵的英雄悲歌。有別於上述的漢人作品，〈匈奴歌〉是一首匈奴流傳下來的

民歌18，全詩本無題目，僅有四句： 

 

      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祈連山，令我六畜不蕃息。19 

 

可知邊塞詩的創作並不專屬漢人，一場戰禍是牽連著兩個民族，異族人民也同樣

感受到戰禍帶來的痛苦。此詩以質樸的語言寫成，隱約中透露出厭戰的思想，是

古老的匈奴族流傳下來珍貴的詩作。 

     

除了上文提及幾首具體寫到關於邊塞的自然風光和風土人情的作品，郭茂倩

《樂府詩集》中所收的漢代樂府詩中還有許多關涉到邊疆征戍的詩篇，內容包括

                         
16 同注 12，卷五十四，列傳二十四〈蘇建〉曰：「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使求蘇武

等，…。李陵置酒賀武曰：『……異域之人，一別長絕。』因起舞而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為

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

因與武決」，頁 964-965。 
17 此詩引自同注 13，第二冊，第八十四卷，頁 1188。 
18 關於匈奴歌的創作，《十道志》有曰：「焉支、祁連二山，皆美水草。匈奴失之，乃作此歌。」

《漢書》中也有相關記載：「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討匈奴，過焉支山千有餘裏。

其夏，又攻祁連山，捕首虜甚多。…祁連山即天山，匈奴呼天為祁連，故曰祁連山。焉支山即燕

支山也。」 
19
 此詩引自同注 13，第二冊，第八十四卷，頁 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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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久經戰爭的生活、士卒思鄉之情和征父思婦相思之情。先從來自於西域胡樂的

〈鼓吹曲辭〉和〈橫吹曲辭〉來說，它們多具慷慨悲壯之音，就有不少例子。例

如屬於〈鼓吹曲辭〉的漢鐃歌十八首之〈戰城南〉：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為我謂烏：「且為客豪！野死諒不葬， 

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鬥死，駑馬裴回鳴。梁

築室，何以南，梁何北！禾黍而穫君何食？願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

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莫不夜歸。
20
 

 

這首詩利用「人、烏」的對話來表達哀怨至極的反戰情緒。詩篇中的戰爭不一定

發生在邊塞，但應可說是在反應漢代頻繁不斷的大小戰役所帶來的民生痛苦。故

此詩雖未必歸屬邊塞詩，但所呈現戰亂時代的厭戰思想，後代邊塞詩也多有吸納

與繼承。又如〈梁鼓角橫吹曲〉中，有一首題名為〈紫騮馬歌辭〉的作品，後代

將其第九句以下視為古詩一首，並以〈十五從軍征〉為名，詩云： 

 

      （燒火燒野田，野鴨飛上天。童男娶寡婦，壯女笑殺人。高高山頭樹，風

吹葉落去。一去數千里，何當還故處。）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

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遙看是君家，松柏塚累累。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

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舂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

不知飴阿誰？出門東向看，淚落沾我衣。21 

因詩中沒有邊塞風情的具體展現，所以不能算的上是邊塞詩。但詩中敘述一位老

兵自十五歲離家從征，八十歲歸家後的悲淒景象，時空隔閡所造成的格格不入

等，這種題材和基調則被吸納入後代的邊塞詩作。且〈橫吹曲辭〉中已有〈入關〉、

                         
20 同上注，第一冊，第十六卷，頁 228。 
21
 同上注，第一冊，第三十五卷，頁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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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塞〉和〈入塞〉等樂府標題，根據後代學者的研究，它們均為漢朝標題，從

題目和後人模擬之作來看，都應屬邊塞詩的範圍。另外，在其他類的歌辭裡，也

不乏邊塞題材的作品，如最早見於《昭明文選》中題為「樂府古辭」的〈飲馬長

城窟行〉，《玉臺新詠》中題為蔡邕的古詩，《樂府詩集》收入〈相和歌辭〉中，

詩云：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夢見在我旁，忽覺

在他鄉。他鄉各異縣，輾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們各自

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而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書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有長相憶。22 

 

《文選》李善注云：「然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戍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 

思之，故為〈長城窟行〉。」23此詩用質樸而自然的語言，將征夫遠役，思婦的哀 

婉之情細膩的表達出來，具有濃漏的民歌風味，這種思婦和征夫的題材，也是後 

代邊塞詩常見的內涵。 

 

（三） 魏、晉時期 

     

曹魏時期，陳琳有〈飲馬長城窟行〉一首，寫邊疆從役之苦，比起同題漢朝 

古辭，已是相當成熟的邊塞詩。詩云：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 

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 

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 

                         
22 同上注，第一冊，地三十八卷，頁 556。 
23
 李善：《文選注》（台北：五倫圖書出版公司，1991年），頁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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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言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 

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 

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24
 

 

在內容上，本詩直接描摩修築萬里長城所造成的民間痛苦，可說是現存作品中最

早的。詩中利用役卒和差役、役卒和妻子的對話，沈痛而深切地傳達出戰亂連年

之人民苦楚，詩中既呈現了遼闊冷寂的邊城之景，又細膩地透過個人情感的描

繪，來揭示當時戰亂所釀成的家庭和社會問題，深刻了此詩的現實意義。再從詩

的語言來說，作者不僅善用對話的手法表達說話人的相異性格，如沈德潛在《古

詩源》說道：「無問答之痕，而神理井然。可與漢樂府競爽矣。」25詩中更富於五、

七言的變化，恰當地利用長短句特色表達說話時的情緒，這種在形式上為五、七

雜言的情形，後代學者認為對後來邊塞詩有很大的影響，如何寄澎先生在《唐代

邊塞詩研究》中即說道： 

 

      形式上變古辭之五言為五、七雜言，實導南朝鮑照之先路，而為唐邊塞詩 

中七言歌行體之遠祖。此詩極可能予唐代邊塞詩甚多影響。蓋詩中雖以五 

言為主，然對七言的運用之運用已至為純熟。……而「君獨不見」一語復 

開後世「君不見」此一強調語之形式。26 

 

故此詩是曹魏時期重要的邊塞名作。 

 

另外，曹魏政壇和文壇的領袖曹氏父子，也有留下一些邊塞題材的詩篇，雖

應歸入建安時代的詩歌，但為了方便，則特將合併於此處來討論。曹操一生戎旅，

                         
24 此詩引自同注 13，第一冊，第三十八卷，頁 556-557。 
25 清．沈德潛：《古詩源》（台灣：商務印書館，1956年）卷五〈魏詩〉，頁 78。 
26 何寄澎：《唐代邊塞詩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葉慶炳先生指導，

1973年），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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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安十二年五月北爭烏桓，八月入遼西，在大獲全勝後回程途中寫就〈步出夏

門行〉組詩，收在樂府〈相和歌辭〉，全詩共分五章，其中〈觀滄海〉、〈冬十月〉

和〈河朔寒〉三章對邊陲景致有深刻的描寫。曹操還有另外一首作品〈卻東西門

行〉，是在描寫久戍在外的將士們的思鄉之情，寫來沈鬱動人： 

 

  鴻雁出塞北，乃在無人鄉。舉翅萬餘里，行止自成行。冬節食南稻，春日

復北翔。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長與故根絕，萬歲不相當。奈何此征

夫，安得去四方？戎馬不解鞍，鎧甲不離傍。冉冉老將至，何時返故鄉？

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27 

 

從鴻雁的萬里飛翔到征夫的躊躇他鄉，全詩在氣勢遼闊中充滿濃厚的無奈之感，

構築了此詩蒼涼動人的邊塞情調。鐘嶸所謂「形質俱美」的曹植有〈白馬篇〉一

首，屬於樂府中的〈雜曲歌辭〉，是曹植自創的樂府新題，是一篇邊塞佳作：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

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

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虜騎數遷移。 

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

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

難，視死忽如歸！28 

 

全詩的主旨是在呈顯「幽并遊俠兒」激昂愛國、身懷絕技的形象，而且應是曹植

藉以自況的理想化身，故沒有其他邊塞詩中悲哀深沈的基調，後代有不少以此題

創作的邊塞名篇，留待下文再討論。 

                         
27 此詩引自同注 13，第一冊，第三十七卷，頁 552。 
28
 同上注，第二冊，第六十三卷，頁 91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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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兩晉太康詩壇，注重作品形式辭藻之美，整體文風傾向浮豔雕琢，以真

率蒼勁為韻味的邊塞詩在此時期發展有限，主要有陸機的樂府模擬詩〈從軍行〉、

〈苦寒行〉和〈飲馬長城窟行〉等數首。陸機的邊塞作品處於當代文風之下，而

不能免於對偶、堆砌麗辭的缺點，因此雖奮力描寫行役之苦，讀來卻令人覺得頗

乏真切的情感。另外，曾官拜大將軍的劉琨半生戎旅，後因大勢已去而發為〈扶

風歌〉：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

御飛軒。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廢鞍高岳頭。烈烈悲風

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為我結，歸鳥為我旋。 

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麋鹿遊我前，猿猴

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君子道微

矣，夫子故有窮。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29 

 

全詩充滿意氣風發的英雄姿態和末路悲歌的英雄無奈，讓人感受到劉琨流露出來 

的慷慨情懷。詩中也善用漢代李陵、張騫的典故，揭示不同時代的同一命運，更 

加強了詩文的感染力，可稱的上是晉代邊塞詩的代表佳作。 

 

    整體來說，〈詩經〉內容多為戰爭場面、軍容戰馬的描寫，較少邊塞自然景 

物的呈現；語言形式又為四言體，與後代詩體迥異，故較難對後代邊塞詩造成影 

響。漢代兩首楚歌體的邊塞詩雖內容頗有可觀，也因為詩體的迥異對後代影響較 

小。然漢代的邊塞精神已經發揚，許多的樂府詩都有邊塞題材的寫作，這些樂府 

                         
29
 同上注，第二冊，地八十四卷，頁 1179-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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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題在後代有許多文人模擬的作品，如在魏晉時期就看到到許多，對後代邊塞詩 

的發展影響甚大。除此之外，漢代對於邊疆的開拓和經營，也給予後代邊塞詩無 

窮的影響，亦留待下文再討論。 

 

 

第二節  南北朝邊塞詩的發展 

     

    文學史家慣稱南朝文學為唯美文學，在詩歌形式上，齊世的永明體開始運用

聲律，對詩歌要求除了太康、元嘉以來注重對偶工整的形式美之外，更能將聲韻

之美表現於詩歌中，不僅為唯美文學注入新生命，形成唯美文學的極盛，對後世

詩歌影響亦甚鉅。至於在內容方面，專以山水和宮體為主要詩歌寫作題材也開始

於南朝，山水詩和宮體詩成為此時期兩大主要詩歌領域，均薰沐於唯美文學的流

風之下。關於山水詩的興起，正如《文心雕龍．明詩篇》所謂： 

 

      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

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以追新，此世之所競也。30 

 

山水詩取代「淡乎寡味」的玄言詩成為當時詩歌的主流，詩人並擅長以巧構形似

之言來摹山範水。梁以後的宮體詩則多客觀寫女性姿態，著重於以豔麗的字句來

描寫女性或宮廷之美，更將唯美文學推展至高峰。 

 

在南朝這股唯美文學的洪流當中，唯美思潮無孔不入，幾乎所有文學體裁均

含括於其中，因此，傳統觀念上屬於勁直陽剛的邊塞詩在此時的出現，似乎顯得

頗為突兀，然就宋郭茂倩《樂府詩集》中所收錄的作品進行統計，南朝竟有一百

                         
30
 見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台北：金楓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 5月），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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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首的邊塞詩作，相較於前代來說，此時期的數量可說是大幅度增加，相當值得

關注，這是南朝邊塞詩最引人注目的特點之一。關於這個饒可深味的現象，有許

多學者試圖找出原因，尤以王文進先生用力最深，在前一章緒論中已有簡單的陳

述。在本節的第一部分，將再針對這個現象進行更深入的討論。此外，南朝邊塞

詩另有一個突破性的發展，那就是唐代邊塞詩中所用的樂府舊題，在此時始見具

備，此或可推論出南朝邊塞詩對唐代邊塞詩有影響，故特置於本節第二部分討

論。本節的最後一部分是有關北朝邊塞詩的發展，北朝邊塞詩中有許多是南人入

北的作品，以及北方當地的民歌，亦具有邊塞情懷，而將一併於本章第三部分進

行討論。 

 

本節的主要目的就是在本文正題討論之前，先對南北朝邊塞詩的整體發展有

個初步的瞭解，故只標舉出南北朝邊塞詩發展的主要特色，至於詩歌內容與結構

上的諸多問題，就留待下幾個章節再作深入討論。 

 

（一） 南朝邊塞詩數量的增加和集中 

     

根據第一章以「主題」和「地域」所劃定邊塞詩的範圍來總計，南朝四代的

邊塞詩，大抵有將近五十位詩人留下為數不一的邊塞詩，作品共約有一百六十餘

首，這包括了庾信、王褒等南人入北的作品。這相較於當時以詠物、宮體等為主

要題材的詩歌作品，在數量上雖然顯得單薄許多，但若從縱的文學史脈絡來看，

此時期的邊塞詩數量無疑是唐代之前的異軍突起。再從個別的朝代來論，邊塞詩

在宋約有十三首，齊共計有三首，其餘均集中產生於梁、陳兩代，這種現象更是

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根據前人的研究，筆者相當贊同這些現象應與當時的政治環

境和南北對峙的勢力拉鋸有極大的關係，以下便先簡單整理出當時朝代更迭和南

北防線變遷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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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之亂起，中原之地被胡人瓜分豆剖，晉室南渡，建都於健康城（西元三

一七年），揭開了中國長達近兩百八十年的南北對峙，直到隋文帝遣將伐陳，才

統一全國，結束南北分立的局面（西元五八九年）。總體來說，自東晉渡江以來，

南朝政權屢經更迭，歷宋、齊、梁、陳四朝，但大致還能達到南方政權的統一性。

北朝則先經歷了五胡十六國極為不定的爭戰局面，其間雖有前秦符堅短暫的統

一，肥水之戰敗後也迅速崩潰，北朝又回到分裂的局面。直到北魏統一北方，才

有長達一百七十一年的統一局面，後又分裂為東魏、西魏、北齊、北周，最後隋

取代而立國，北朝時期宣告結束。其間，隨著南北勢力的消長，或南朝之進圖中

原，或北朝的積極南侵，南北戰爭不斷，南北國界也時有變遷。趙宋李燾在所著

的〈六朝通鑑博議〉中，對當時南北戰場的轉移有以下的分析： 

 

  自吳主孫權卜宅江南，以至東晉、宋、齊、梁、陳皆祖相仍襲以為國都，

其間邊防之要害，可得而論：吳之備魏，東晉之備五胡，宋齊之備元魏，

陳之備高齊、周、隋。力不足者守江，進圖中原者守淮，得中原而防北寇

者守河。31 

 

文中「守河」、「守淮」和「守江」的理論簡要精闢，王文進先生參酌其說，再

精確詳細地重新劃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第一階段「北伐中原時期的守河階段－

東晉立國至宋永初三年（西元三一七〜四二二）」、第二階段「北魏統一時期的

守淮階段－劉宋永初三年至齊永明十一年（西元四二二〜四九三）」和第三階段

「北魏洛陽時期的荊雍之爭階段－齊永明十一年至梁承聖三年（西元四九三〜五

五四）」。32在第一階段中，北方仍停留在五胡十六國的紛擾時期，故戰爭性質

                         
31 李燾：《六朝通鑑博議》，景印《欽定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一〈總六朝

形勢論〉，頁 686-697。 
32 見王文進：《荊壅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1985年），第四章〈荊雍征戰與南朝邊塞詩之形成〉第一節「南北雙方戰守攻防線的變遷」，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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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為南朝北伐中原之役。到了第二階段，北魏完成統一，雙方戰役開始愈演愈烈。

直至第三階段，北魏以洛陽為國都，開始積極南侵，南北之間激烈的爭戰愈形顯

著。總而言之，頻繁的南北戰爭和層出不窮的內戰是當時普遍的社會和政治型

態，長江、淮河和黃河屢屢成為戰場，漢人和胡人的爭戰變成當時的基本模式。

而顧頡剛先生和史念海先生在《中國疆域沿革史•東晉南北朝疆域概述》中所說

「其時疆域廣狹頗無一定，朝得一城夕即棄之者，已成習見之事」
33
可謂為當時

不穩定的疆域變遷作了一個適切的評論。 

 

從南北的對立關係和戰爭來看此時邊塞詩的發展，似乎便可找到問題的答

案。首先，在這樣的局勢之下，人民應已習慣烽火連年的戰事，而邊塞詩在題材

上相當接近於戰爭詩，故南北朝爭戰分合的局面顯然為邊塞詩的發展提供了適合

的環境，至於遠在南方的詩人為何會以千里之遙的邊疆大漠為詩的內容，乃留於

下幾章節再討論。再者，南北戰場轉移的幾個階段也為南朝邊塞詩集中的現象作

了解答，這點王文進先生早有發現，並進行了研究34。其認為在南北對峙的前期，

北方尚處於五胡十六國的紛擾局面，東晉與宋雖地處南方，卻較無感受到北方施

予的壓力，似乎沒有出現產生邊塞詩的條件，這也可解釋為何東晉一百年來幾乎

沒有邊塞詩的產生。到了南北對峙的後期，尤其是北魏建國並建都於洛陽後，對

南朝開始積極的侵略與兼併，南朝開始感受到北方強烈的野心和強大的壓迫，故

齊梁開始有大量的邊塞詩出現。當然，從南北的戰爭來解釋南朝邊塞詩發展的情

況，尚需配合其他的證據來作更周詳的推論，然南北的對峙無疑為南朝邊塞詩量

的增加提供了最直捷的答案。 

 

此外，南朝邊塞詩除了在梁、陳兩代的集中外，亦集中於一些詩人身上，例

                                                                       
140-154。 
33 顧傑剛、史念海：〈中國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 115。 
34
 同注 32，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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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宋代僅有十三首邊塞詩，而鮑照就佔有七首之多。關於這個現象，會讓人直接

聯想到這些作者是否比他人多了親臨邊塞或戰場的經驗，以豐富邊塞詩的創作。

這個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在王文進先生的研究裡也有所討論，根據王氏的統計，

南朝邊塞詩的作者有極其多數擁有在軍事重地「荊、雍」地區任職的經歷35。例

如鮑照所作〈代出自薊北門行〉一詩，吳汝綸即云： 

 

  是當時政令操急，臣下有不任者，故借此以寓意。言平日無謀慮，邊隙一

啟，曰徵騎，曰分兵，皆臨時周章，以敵陣之精彊故也。
36
 

 

鮑照一生都處在南北交兵之處，可見其邊塞詩中與當時宋代的南北戰爭應有密切

的關係。所以，擁有任職於軍事要地或親臨戰場的經歷可為邊塞詩的寫作帶來幫

助，是不容置疑的。然而，這並非適用於每一位作者，邊塞詩的寫作也不全然以

此作為基礎，故不可一概而論之。 

 

（二） 唐邊塞詩中所用的樂府舊題完成於南朝 

     

依據後人的研究可知樂府之制由來已久，商周即有掌樂之官，但樂府之名始

見於漢代，而立「樂府」為專門官署之名，則始於漢武帝，從《漢書•禮樂志》

所記載「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

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和八音之調，作十

九章之歌。」37可知「樂府」的職責就是在採集民間的歌謠入樂，或者以文人詩

賦入樂，後世就以樂府官署所採獲並保存的詩歌為樂府詩，列為古詩的一種。自

此以降，歷代均有樂府官署，樂官的制度和職守可能有因有革，清官修《歷代職

                         
35 同上注，第四章〈荊雍征戰與南朝邊塞詩之形成〉第三節「荊雍地帶與邊塞詩之形成」有一統

計表格，頁 163-169。 
36 見錢振倫所編：《鮑參軍集註》（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頁 167。 
37
 班固：《漢書．禮樂志》（台北：明倫出版社，1972年）第二冊，頁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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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表》中有對歷代樂官設置考訂的頗為詳細，王運熙先生也著有〈漢魏兩晉南北

朝樂府官署沿革考略〉
38
一文，將盛行樂府詩的主要時代－漢魏兩晉南北朝的樂

府官署敘之甚詳，均可參考之，因不為本節重點，故略而不論。 

     

前已論及樂府詩包括民間歌謠和文人詩賦兩種，本來均為原創的樂府歌辭，

到了後代雖亦有全新的樂府標題出現，文人以原有的樂府標題而進行模擬的情況

更所在多有。所以，樂府詩會在不同的朝代增加許多再創的新題作品，也會陸續

增加文人模擬舊標題的古題作品，且一代之新題即變成下一代的古題，文人可模

擬的樂府古題是日益增加的。從模擬古題的作品來說，自東漢以來雖已有文人仿

製，但篇數實少不足觀，至漢末魏世以降，此風大盛，文人模擬古題之作大量增

加。而南朝所留存的一百六十餘首邊塞詩，就是以樂府古題為主，現據郭茂倩《樂

府詩集》所載十二類之順序，將以樂府古題寫作的南朝邊塞詩整理如下39，包括

作者、古題時代和古辭內容： 

 

1. 郊廟歌辭：無 

2. 燕射歌辭：無 

3. 鼓吹曲辭： 

 

古題 時代 南朝作者 古辭內容 

〈上之回〉 漢 （梁）簡文帝 詠漢武帝出遊之事，均是當時

美事。40 

〈戰城南〉 漢 （梁）吳均、（陳）張正見 言朝出爭戰而不得歸。41 

                         
38 收於王運熙：《樂府詩論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 169-176。 
39 此為參考王文進先生所整理的表格而有所增補，王氏表格見於《南朝邊塞詩新論》（台北：里

仁書局，2000年），頁 38-40。 
40 同注 13，第一冊，第十六卷，頁 227。 
41 見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收入清．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

年）冊上，卷上，頁 36。 



- 38 – 第二章 初唐以前邊塞詩的發展 

〈君馬黃〉 漢 （陳）張正見 此詩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以為

是離別之詞，有的以為是諷諫

之詞。
42
 

4. 橫吹曲辭： 

 

古題 時代 南朝作者 古辭內容 

〈隴頭〉 漢 （陳）後主 多言征人至隴山懷鄉，或言軍

中之苦。
43
 

〈隴頭水〉 漢 （梁）元帝、劉孝威 

（陳）張正見、謝燮、江總 

同上 

〈入關〉 漢 （梁）吳均 為李延年因胡樂更造新聲，用

為武樂，古辭內容已不可考。44
 

〈出塞〉 漢 （梁）劉峻、王褒 同上 

〈入塞〉 漢 （梁）王褒 同上 

〈關山月〉 魏晉 （梁）元帝 

（陳）後主、張正見、徐陵、 

陸瓊、阮卓、江總、賀力牧 

《樂府解題》：「傷離別也。」

45 

〈紫騮馬〉 魏晉 （陳）後主、張正見、陳暄、 

祖孫登 

從軍久戍，懷歸而作也。46 

〈驄馬驅〉 魏晉 （梁）元帝、劉孝威 

（陳）徐陵、江總 

亦曰〈驄馬〉，皆言關塞征役

之事。47 

                         
42 見亓婷婷：《兩漢樂府研究．兩漢樂府詩內容概述》（台北：學海出版社，1980年），頁 201。 
43 同注 13，第一冊，第二十一卷，頁 311。 
44 同前注，第二十一卷，頁 309。 
45 同前注，第二十三卷，頁 334。 
46 同前注，第二十四卷，頁 352。 
47
 同前注，第二十四卷，頁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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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雪曲〉 魏晉 （陳）張正見、陳暄、江總、 

謝燮 

言天子出遊，日中大寒，北風

雨雪凍人，天子作詩哀之。
48
 

5. 相和歌辭： 

 

古題 時代 南朝作者 古辭內容 

〈度關山〉 漢 （梁）簡文帝 

（陳）張正見 

古辭內容已不可考，今存魏樂

奏武帝辭，言人君當自勤苦，

省刑薄賦。
49
 

〈燕歌行〉 漢 （梁）元帝、 

蕭子顯、王褒、 

庾信 

燕，地名也，言良人從役於燕，

而為此曲。50 

〈從軍行〉 漢 （宋）顏延之 

（梁）簡文帝、

蕭子顯、沈約、

吳均、劉孝儀、 

王褒、庾信 

（陳）張正見 

《樂府解題》曰：「皆軍旅苦

辛之辭。」51 

〈隴西行〉 漢 （梁）簡文帝 《樂府解題》曰：「古辭云『天

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始

言婦有容色，能應門承賓次，

言善於主餽，送迎有理。」52 

〈飲馬長城窟行〉 漢 （梁）沈約、 傷良人遊蕩不歸。53 

                         
48 同前注，第二十四卷，頁 357。 
49 同前注，第二十七卷，頁 391。 
50 同前注，第三十二卷，頁 469。 
51 同前注，第三十二卷，頁 475。 
52 同前注，第三十七卷，頁 542。 
53
 同前注，第三十八卷，頁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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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褒 

（陳）後主、 

張正見 

〈雁門太守行〉 漢 （梁）簡文帝 古辭原述漢王渙事跡，民思其

德。
54
 

6. 清商曲辭：無 

7. 舞歌曲辭：無 

8. 琴曲歌辭： 

 

古題 時代 南朝作者 古辭內容 

〈思歸引〉 漢 （梁）劉孝威 一曰〈離鉤操〉，本言衛女思

歸不得，援琴作歌。55 

〈渡易水〉 漢 （梁）吳均 一曰〈荊軻歌〉，言荊軻刺秦

王前，於易水作此歌。56 

〈胡笳曲〉 漢 （宋）吳邁遠 

（梁）江洪 

蔡琰被擄至胡地，感胡笳之

音，作詩言志，有哀怨之音。57 

9. 雜曲歌辭： 

 

古題 時代 南朝作者 古辭內容 

〈出自薊北門行〉 魏晉 （宋）鮑照 

（梁）庾信 

（陳）徐陵 

大致與〈從軍行〉同，兼言燕

薊風物，及突騎勇悍之狀。58 

                         
54 同前注，第三十九卷，頁 573。 
55 同注 13，第二冊，第五十八卷，頁 839。 
56 同前注，第五十八卷，頁 849。 
57 同前注，第五十九卷，頁 860。 
58
 同前注，第六十一卷，頁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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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妾薄命〉 魏晉 （梁）劉孝威 恨燕私之歡不久，又傷良人不

返，王嬙遠聘，盧姬嫁遲也。
59
 

〈白馬篇〉 魏晉 （宋）鮑照 

（齊）孔稚珪 

（梁）沈約、 

徐悱 

見乘白馬而為此曲，言人當立

功立事，盡力為國，不可念私

也。
60
 

〈結客少年場行〉 漢 （宋）鮑照 

（梁）劉孝威、 

庾信 

言輕生重義，慷慨以立功名。

或言年少時結任俠之客，為遊

樂之場，終而無成。61 

〈行路難〉 漢 （宋）鮑照 

（齊）謝寶月 

（梁）吳均 

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悲傷之

意，多以「君不見」為首。62 

10. 近代曲辭：無 

11. 雜歌謠辭：無 

12. 新樂府辭：無 

 

由以上所列舉樂府古辭的內容可知，後人取樂府舊題來創作詩歌，題目與歌辭內

容完全吻合的作品大量存在，然題目與歌辭內容不相符合也所在多有，有許多舊

題就是在南朝時才開始被利用來寫作邊塞詩，這樣的情形王運熙在〈略論樂府詩

的曲名本事與思想內容的關係〉一文中有詳細的論述63。再從作者來看，一題之

下往往有多位文人擬作，這應與魏晉以來貴遊文學集團互相唱和的傳統有關，關

於此一現象，《周書•王褒傳》中有此記載：「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

                         
59 同前注，第六十二卷，頁 902。 
60 同前注，第六十三卷，頁 914。 
61 同前注，第六十六卷，頁 948。 
62 同前注，第七十卷，頁 997。 
63
 收於王運熙：《樂府詩論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 349-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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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為淒切之詞」
64
就將當時君王與文士的詩

歌唱和活動做了很好的說明。最重要的一點是，唐人在邊塞詩中所用的樂府舊

題，就是在南朝梁代時始見具備的。這說明南朝不僅大量地利用樂府舊題來進行

邊塞詩的創作，所開拓出來的舊題被唐人承續下去，成為後來唐人創作邊塞詩的

主要途徑之一。從這個方面來看，足可見南朝邊塞詩對唐代邊塞詩在外在形式上

的影響。 

 

（三） 北朝民歌與南人入北的邊塞詩作 

     

整體來說，北朝文學不如南朝文學興盛，主要原因應可歸於當時北地戰爭頻

仍，局勢動盪之故，如《北史•文苑傳》序云： 

 

      中州板蕩，戎狄交侵，替偽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絀焉。其能潛思於戰

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然皆迫於倉促，率於戰陣，

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才有優劣，時運然也。

65 

 

其時，東晉雖偏居江左，但安內政策讓國內局勢得到一段長時間的穩定，反觀北

地五胡十六國的紛擾不堪，既遭受所謂「生靈塗炭」的戰爭洗禮，文學自然不易

有適當的環境得到發展和保存，故北朝文學作品的數量是遠遜於南朝的。就北朝

的邊塞詩而言，主要也是保留在樂府詩中，蕭滌非先生在《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

中有對北朝樂府時期作簡單的介紹和區分： 

 

      在此二百六十餘年中，北朝皆蹂躪於異族，惟就文化方面，則亦可分為兩

                         
64 唐•令狐德棻：《周書•王褒傳》（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年），頁 731。 
65
 新校本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年)，頁 2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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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一，五胡十六國之混亂時期－公元三一八至四三九，此期胡風最盛。

第二，後魏，北齊，北周之統一與分治時期。－公元四三九至五一八。此

時期已漸染華風。考北朝正式成立樂府，在第一期魏道武帝開國之世（約

當公元三八八），而其發達，則在魏太武帝統一北朝，及孝文帝崇尚華風

以後。
66
 

 

第一期所留存的作品幾乎已不可見，至今可見的是第二期以漢人文字所發表的詩

歌，又可分為民間樂府和文人樂府，因為它們所呈現的是不同的詩風和特色，以

下便以此為基礎，分別加以討論。 

 

    先從北朝樂府民歌來說，郭茂倩《樂府詩集》中雖未有標明北朝之歌曲，但

根據後人研究，卷二十五〈梁鼓角橫吹曲〉中所錄無作者姓名的歌辭，應該就是

北朝樂府民歌。相較於南朝的吳歌、西曲，北朝樂府民歌的作品數量明顯不如，

但作品中所展現的特有北方色彩，使其成為北朝文學的代表，在文學價值上與南

朝民歌並駕齊驅。魏徵在《隋書．文苑傳》中有云： 

 

      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勝。……然彼此

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辭意貞剛，重乎氣質。

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實用，文華者宜於詠歌，

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67 

 

以這段話來概述南北文學的特色，或還有失精確，但在樂府民歌的部分，此段文 

字所標舉出的南北不同文風是相當顯著的。北朝民歌大體上均呈現出一種有別於 

                         
66 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台北：長安出版社，1981年），頁 249-250。 
67 唐．魏徵：《隋書•文學傳》（收入《二十五史》，台北：藝文印書館輯，開明出版，1962年），

卷七十六，列傳第四十一〈文學傳〉，頁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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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質樸之風，不僅趨重實際，更透露出慷慨悲涼的陽剛之氣。北朝民歌大多 

是反映具體的社會生活，如戰爭、羈旅、豪俠、閨情和貧苦等事，在邊塞題材的

表現上，主要是一些描寫北國景色和人物的作品，如〈敕勒歌〉：「敕勒川，陰山

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68將蒼茫遼闊的

邊塞之景自然描繪而出；又如〈李波小妹歌〉：「李波小妹字雍容，  裙逐馬如卷

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哪可逢」。
69
將北方人物的豪情壯志和矯

健騎射清楚的表現出來。這些詩句中渾然天成的北國情調和質樸勁率的北國氣質

必然給予當代或後代的邊塞詩不小的影響。此外，《樂府詩集》中還收有〈木蘭

詩〉古辭兩首，與〈孔雀東南飛〉同為我國五言敘事的長篇佳構，應可算是北朝

民歌中最有代表性的邊塞佳作，其中詩句如「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

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

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70、「胡沙沒馬足，朔風裂人膚」和「朝屯

雪山下，暮宿青海旁，夜襲燕支虜，更攜于闐羌」71等句，均將邊塞戰爭的場景

和體驗具體傳達而出，整首詩中也充滿北人熱情樂觀的生命力。雖然對於此詩的

作者和是否有經由後代文人潤飾，後代爭議頗大，但原詩應確實為北朝人所作。

總歸來說，北人所處的環境對於自身而言，當然不屬於邊塞，但對於南方的人與

後來的唐人，這些具體北地風光和風格的展現自是屬於邊塞之作，也必定帶給後

來邊塞詩莫大的影響。 

 

    南朝在文學和文化上都是比較強勢的，北魏以後，南朝文學對北方文壇的影

響日漸加深。尤其是梁元帝在江陵敗後，許多江陵文人被虜至長安，南方文人入

北必然將南朝的唯美文學帶到北方，這是後代學者普遍認同的。如《北齊書．魏

                         
68 引詩同注 13，第二冊，第八十六卷，頁 1212。 
69 引詩同注 15，下冊，〈北魏詩〉卷三，題為〈廣平百姓為李波小妹語〉，頁 2234。 
70 引詩同注 13，第一冊，第二十五卷，橫吹曲辭五，頁 373-375。今留存兩首木蘭詩，此為第一

首之句子。 
71
 同上注，此為第二首之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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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傳》有記載： 

 

      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

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72 

 

無論是偷任還是偷沈，都可推知北朝文人取法南朝作品的事實是相當明顯的。所

以，北朝文人樂府同樣深受南方影響，同時，更有許多作者根本為南人，不似民

間樂府之能表現北人的剛猛之氣，如邢邵《思公子》「綺羅日減帶，桃李無顏色。

思君君未歸，歸來豈相識」73和魏收《挾琴歌》「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

香。白馬金鞍去未反，紅妝玉箸下成行」74等詩歌，都盡染齊、梁宮體色彩。但

以北朝文人樂府中的邊塞詩來說，由南入北的王褒和庾信留下最大量的邊塞詩

篇，後代學者大致上均解釋為其入北以後，感染了北方的風土民情，才寫下這一

類的作品，如劉大杰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推測王褒、庾信是「到了北方之後，

受了政治環境的影響，他們自己的作品，在內容和風格上也起了變化，而放出不

同的光彩」75，這種帶了北方那種清貞剛健的情調，羅根澤先生在《樂府文學史》

中說的更明白： 

 

      兩人皆津溉於南朝之柔美文學，入北周睹北方山川之雄壯，原野之遼闊，

覽其詩歌，聽其樂章，故其所作於纖麗優秀之中，寓蒼涼激壯之美。76 

 

王褒和庾信的詩歌作品中的確有許多綺麗柔美的齊梁詩體，但值得注意的問題 

是，上文已有提及南朝早已開始了邊塞詩的寫作，且齊梁之時數量大增，但當時

                         
72 唐•李百樂：《北齊書．魏收傳》（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年），頁 192。 
73 引詩同注 15，下冊，〈北齊詩〉卷一，頁 2263。 
74 同上注，頁 2269。 
75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年），頁 350。 
76
 羅根澤：《樂府文學史》（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頁 16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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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是否亦已有邊塞詩的傳統，足以影響二人的寫作題材和風格呢？這個問題王

文進先生已經注意到了，其在博士論文中作了詳細的討論，主要是藉由整理二人

邊塞作品在南朝和北朝中承先啟後的位置，認為是他們將南朝的邊塞詩寫作傳承

到北方，最後對北周以降，乃至隋唐的邊塞詩發展造成重大的影響77，這樣的推

論在學術上是極具創發性的。當然，經過個人生命的轉折，王、庾兩人入北後作

品轉而為深沈是可以理解的，而北方有別於南方的地域景觀和剛健之風定也深刻

了邊塞詩的內涵和基調，這是一段邊塞詩發展上複雜的南北文風交融和相互傳

承、影響的過程。 

 

 

第三節  隋代與初唐邊塞詩的發展 

 

    楊堅篡北周而自立為帝，改國號為隋，八年後南下滅陳，中國將近三百年的

分裂終於在西元 589年得到統一，南北對峙局面從此結束。但隋代國祚只有短短

三十八年，在各個方面，均不足以有一個完整長足的發展，故實屬於一個過渡時

期。從文學上來說，許多文學史專著甚而未對隋代文學多作討論，僅將其視為南

北朝時代的延續。然而，作為南北朝到唐代的銜接，隋代在文學的表現上究竟是

一個延續，亦或是一個開新，確乎有其研究上的必要與價值。其中，被討論的最

為熱烈的，就是從北朝時期就開始提出的反南方文學思潮。這個運動在北周時期

就由蘇綽首先發聲，隋代李諤亦上書主張反對南方華豔的文風，在隋文帝時得到

極大的支持，其運用政治力量對當時所謂的南朝豔曲造成不小的打擊78，雖然《隋

書•文學傳》指出「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斲雕為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

                         
77 參見王文進：：《荊壅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

論文，1958年），第五章第三節〈江陵文人入周與北方邊塞詩形成〉，頁 221-256。 
78 隋文帝不僅將李諤的上書頒行天下，更多次下詔宣示改革當時文風的決心，其時有泗州刺史司

馬幼，即是因為文表華豔，便被交付所司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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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台執法，屢飛霜簡」
79
，既成之南方文風恐怕積重難返，

但由此可見對其思謀改變的浪潮已愈見洶湧。這個議題延續到了唐代，初唐詩壇

主要是由唐太宗與群臣為中心展開的，此時期一方面沿襲著南朝宮體餘風，一方

面持續有改革聲浪繼出，整個初唐文學史的討論也大致圍繞在此。南朝文學的影

響既是這一個時代的中心議題，我們可以發現隋代到初唐邊塞詩發展的情形亦與

此密切相繫，且在這種文學氛圍下有自己獨立的演變。 

     

從這個角度來看，邊塞詩在此時期的發展似乎也是一股逆流，且相較於南朝

時期已愈形狀大，說明了此時文風開始轉變的趨向。此時期邊塞詩的發展除了有

更多的邊塞作品產生，對前朝邊塞詩的繼承與此時期邊塞發展的特色，亦是值得

關注的部分。故筆者在此將隋代到初唐的文學發展視為一個整體來作討論，在本

節的第一部份，擬先從隋代與初唐接軌於南北朝邊塞詩的情形作一分析，以延續

並補足上一節的討論。在繼往之餘，隋代與初唐邊塞詩在形式和內涵均亦有開新

之處，本節第二部分就是要討論此時邊塞詩在七言歌行上的突破性發展，並以此

回溯初唐以前整個七言邊塞詩的演變過程。藉此，期能對隋代到初唐邊塞詩發展

的情形先有初步瞭解，並突顯出此時期作為連接南朝到盛唐的重要角色。 

 

（一） 在樂府古題上的傳承 

     

前文已有論及，唐代邊塞詩中所用的樂府舊題於南朝梁始見具備，而南朝所

利用或開發出的樂府舊題在隋代和初唐階段都得到相當程度的發揮，以下將隋與

初唐的情形分而論之。 

     

隋代因為國祚甚短，所留下來邊塞詩的數量並不多，主要的作家有煬帝、楊

                         
79
 同注 67，頁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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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盧思道、薛道衡、虞世基等人，總計約有三十餘首的邊塞詩作。在這些作品

中，仍然是以樂府古題為主，有〈飲馬長城窟〉（煬帝）、〈白馬篇〉（煬帝、

王冑）、〈出塞〉（楊素、薛道衡、虞世基）、〈入塞〉（何妥）、〈從軍行〉

（盧思道、明餘慶）、〈昭君辭〉（薛道衡）、〈結客少年場行〉（孔紹安）、

〈入關〉（虞世基）、〈驄馬〉（王由禮）等首。值得注意的是，在隋代邊塞詩

所運用的樂府古題中，超過半數均曾被王褒或庾信用來創作過邊塞詩
80
，王文進

先生由此推斷兩人是將南朝邊塞詩帶入北朝而至於隋代的重要橋樑，對邊塞詩的

發展有深遠的影響，這個論點在上節已有簡單說明。而這裡所要關注的是，藉由

對唐代邊塞詩作家與作品的整理和歸納，我們更可以發現隋代在邊塞詩發展上亦

有其承上啟下的獨特地位。先以〈從軍行〉為例來看，此題在南朝時已被普遍使

用，有顏延之、簡文帝、蕭子顯、沈約、吳均、劉孝儀、張正見等作者，北周時

則有王褒和宇文昭，隋代則有盧思道和明餘慶兩位作者。到了唐代，以〈從軍行〉

為題創作邊塞詩的作者人數大增，有虞世南、駱賓王、劉希夷、喬知之、李頎、

李約、戎昱、厲玄、劉長卿、杜頠、僧皎然、王建、李白、王維、王昌齡、盧綸、

張祜、令狐楚、王涯等人。此題在北魏、東魏、北齊時期並沒有作品產生，直到

王褒、庾信入北後，才有北周趙王宇文昭之作，王庾二人顯然有其影響力。而觀

盧思道之詩，其首句「朔方烽火照甘泉」乃化用了趙王的詩句81，盧氏是由周、

隋而入唐的重要人物，其既成此佳作，唐人便沿此而名篇迭出，可見其承上啟下

的關鍵地位。再以〈飲馬長城窟〉來說，隋代有煬帝之作，實是繼承王褒而來，

有別於煬帝其他瑰麗的豔曲，此首呈現了蒼勁的邊塞詩風，入唐以後則有唐太

宗、虞世南、袁朗、王翰和王建等人創作，學習煬帝詩句之處也相當明顯。隋代

其他的邊塞古題也有相同的情形，在經由隋人之手後，到了唐代亦均有不少的作

者群，隋代邊塞詩的佳句也往往被唐人化用在詩篇中，故隋代邊塞詩的價值在於

                         
80 王褒與庾信均有〈從軍行〉之作，王褒另有〈飲馬長城窟〉、〈出塞〉和〈入塞〉和〈關山月〉

之作，庾信則有〈昭君辭〉一首。 
81 北周趙王宇文昭之〈從軍行〉：「遼東烽火照甘泉，薊北亭障接燕然。水凍菖浦未生節，關寒榆

莢不成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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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古題由南北朝傳至唐人手中，不僅承接了前朝的邊塞詩作，也擴展了邊塞詩日

後的發展。 

     

到了初唐，有關邊塞題材的詩作較前朝可說是大量增加，除了有許多自行命

題的詩作之外，初唐邊塞詩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也在於有大量的作品還沿用從南朝

以來所慣用的樂府古題，是初唐邊塞詩在外在形式上極為醒目之處。初唐有利用

樂府古題來創作邊塞詩的作者主要包括唐太宗、袁朗、竇威、楊師道、陳叔達、

虞世南、王宏、張文琮、上官儀、盧照鄰、王勃、蕭楚材、楊炯、韋承慶、宋之

問、崔湜、董思恭、王勃、崔融、駱賓王、張易之、喬知之、劉希夷、陳子昂、

員半千、沈佺期等人，可知在初唐利用樂府古題來創作邊塞詩已經形成一種寫作

的範式，在形式上提供了可學習的邊塞詩寫作途徑。除了在外在形式上的特點，

初唐延續南朝以來的樂府古題也表現在內容主題上，王文進先生有整理出初唐邊

塞詩所反映出來的南朝邊塞樂府的各項主題，分別為「遊俠與邊塞」、「閨怨與邊

塞」、「詠馬與邊塞」、「昭君與邊塞」等四大主題和「語言運用的影響」的特殊風

格，並將初唐詩人的傳承脈絡製成表格，認為初唐沿襲了南朝所發展出的相關主

題和語言風格，並在不斷的擬作後開拓出有別於前代的新格局82，使主題意象更

為鮮明。這個部分有更多深入研究的空間，在本文將在下幾章節一併置於「時空

結構」的脈絡中討論。 

  

（二） 七言歌行體的發展 

     

從初唐將近百年的詩歌演變過程來看，七言歌行體的興盛是一個特別引人注

目的地方，這種情形同樣表現在初唐邊塞詩的寫作上，如王宏〈從軍行〉、楊迥

〈明河篇〉、崔湜〈大漠行〉均是，王勃〈秋夜長〉、〈採蓮曲〉、〈汾陰行〉、辛常

                         
82
 見王文進：《南朝邊塞詩新論》（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頁 16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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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軍中行路難〉、崔融〈從軍行〉、駱賓王〈從軍行〉兩首、喬知之〈從軍行〉

和劉希夷〈擣衣篇〉等首，均為七言或七言雜體的邊塞詩篇。雖在初唐百餘首邊

塞詩中，大部分仍以五言古體為主，但七言歌行的邊塞詩已非屈指可數。 

 

關於這樣的情形，可先考察七言歌行體在初唐以前的演變。然作為一種詩歌

體裁，七言歌行體的定義和淵源尚未有十分明確的說法，從七言歌行的定義來

看，胡應麟在《詩藪．卷三》稱： 

 

      七言古詩，概曰歌行。…今人例以七言長短句為歌行，漢魏殊不爾也。諸

歌行有三言者，…四言者，…五言者，…六言者，…純用七言而無雜言，

全取平聲而無仄韻，則〈柏梁〉始之，…自唐人以七言長辭為歌行，餘皆

別類樂府矣。83 

 

其對七言歌行與其他雜言的關係未多做說明，與忽略了與樂府的關係，但我們仍

然可以從胡氏的話大概瞭解七言歌行形式上的定義，而第一首形式上可稱為七言

的就是漢武帝時的柏梁臺詩，這是公元前 115年大臣為慶祝新臺的建成而創作

的。除了七言一句外，很難看出其具有七言歌行體完整的結構特徵，且這些詩歌

的可靠性受到後代不小的懷疑。但從許多古書的記載來看，七言歌行早在兩漢時

期就已存在於俗語、諺語、道教經書和讖語等多種文本形式中，可見其流行於民

間的情形。直到六朝早期，我們從文人所留下來作品可以知道七言歌體並不被大

多數的文人所接受，直到曹丕以七言寫成的〈燕歌行〉和接連產生的文人模擬之

作，文人才自覺的創作七言體，並正式形成一種體裁。不過，南朝初期仍然很少

有文人用此詩體來進行創作，齊梁之後才開始增加，鮑照就是一個先鋒人物，其

擬行路難十八首中即有四首通篇都是七言，其他各篇亦有雜用七言，技巧純熟流

                         
83
 明•胡應麟《詩藪》（台北：廣文書局，1973年），卷一，〈內編•古體下•七言〉，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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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關於鮑照熱衷於創作七言歌行的情形，後代研究的學者甚夥，也給予了極高

的評價，正如黃承吉在〈與梅薀生書〉所言： 

 

      七言情在今古之間者，若鮑明遠，又安得有二。太白多得其古，少陵多得

其今。初唐七言之體，則諸子也。然若無明遠，初唐又從何而來乎？
84
 

 

其將鮑照在七言詩體的影響推至整個唐代，而鮑照在七言詩體的努力同樣表現在

邊塞詩的寫作上，《擬行路難》之十四即為一首出色的邊塞詩。在鮑照之後，我

們可以看到梁、陳開始有不少的宮廷文人開始七言歌行的創作，基本上是以宮廷

生活為抒寫內容，而如謝寶月、蕭子顯、蕭綱、蕭繹、戴嵩、王褒、庾信、江總

等人均有七言歌行邊塞作品產生。 

 

南朝鮑照對唐代七言歌行的影響是後人公認的事實，相關研究也所在多有，

然而，七言歌行在北朝與隋代的發展卻往往被人忽略。北朝時期七言詩的創作有

北魏時溫子昇的〈擣衣〉和北周時宇文昭的〈從軍行〉，入北文人王褒、庾信也

有多首七言邊塞詩的作品，前文已有論及。降至隋代，盧思道的〈從軍行〉亦延

續七言形式，全篇共二十八句，氣勢開闊，是一篇七言歌行佳作。除此之外，薛

道衡的〈豫章行〉通篇二十八句均為七言，是隋代另外一篇七言邊塞名作。隋代

在為數不多的邊塞作品中，有兩篇品質優良的七言作品，可見七言歌行的發展在

隋代是一個重要的方向，劉大杰先生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就已對此情形下了

一個簡單的結論，其言： 

 

隋代詩歌的形式，是七言歌行的發展。盧思道的〈從軍行〉，薛道衡的〈豫

                         
84 見黃承吉：〈與梅蘊生書〉，收於《夢陔堂文集》，編於《國學集要初編十種》（台北：文海出版

社，1967年）卷三，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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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行〉，都有新的成就，成為初唐四傑的先驅。
85
 

 

其明白指出隋代詩歌的形式在七言歌行上有突出的發展，且用來舉例的盧思道

〈從軍行〉和薛道衡〈豫章行〉都是邊塞詩作，並明白指出盧、薛二人的七言邊

塞詩是初唐四傑的先驅。故從南朝歷隋至初唐，以至於盛、中、晚唐，整個七言

邊塞詩發展的脈絡就可貫串起來，有跡可循。 

     

以此再回到初唐所產生諸多優秀的七言作品，可以知道初唐之前，尤其是南

朝到隋代七言歌行的演變過程已為初唐接近完備的作品產生預作準備，胡應麟在

《詩藪．卷三》亦稱： 

 

      建安之後，五言日盛。晉宋之間，七言歌行寥寥無幾…梁人頗尚此體，〈燕

歌行〉、〈擣衣曲〉諸作，實為初唐鼻組。陳江總持、盧思道等篇什浸甚，

然音響時乖，節奏未協，正類當時五言律體。垂拱四子，一變而精華瀏亮，

抑揚起伏，悉協宮商，開合轉換，咸中肯繁。七言長體，極于此矣。86 

 

其將四傑在七言歌行的成就上推至南朝以降的發展。此外，在邊塞詩的發展上，

初唐四傑還有另一個重要的貢獻與其在七言歌行的完成上息息相關，那就是聞一

多先生所謂： 

 

      正如宮體在盧駱的手中是由宮廷走向市井，五律到王楊的時代是從台閣移

至江山與塞模。87 

 

                         
85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年），頁 354。 
86 明•胡應麟《詩藪》（台北：廣文書局，1973年）卷一，〈內編•古體下•七言〉，頁 152-153。 
87 參見聞一多：《聞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六冊，〈唐詩編上•四傑〉，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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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聞氏取證盧駱之詩體，且「宮體」既與「五律」對舉，可見四傑七言歌行體

不僅實現由宮廷走向市井的轉變，也實現了台閣向江山與塞模的轉變，為初唐文

風的轉向，顯然更為盛唐高適、岑參等七言歌行邊塞詩預作試驗且提供了可供發

揮的基礎。而七言歌行的邊塞詩當然不只在形式結構上漸趨完整，也存在著主題

沿襲與內容逐漸深化的問題，這在本文下幾章節再另行討論。 

 

而七言詩體在邊塞詩的創作上別具意義，因為七言的音節比起五言是更為活

潑生動，較適用於自然豪邁、氣勢澎湃的邊塞詩。雖然，歸納南朝到初唐邊塞詩

的體裁，絕大多數仍然採用五言古體的形式，針對這樣的情形何寄澎指出「五古

之效果比不上七古，…不過，即使是盛唐，邊塞詩的作者也仍多採取五古，足證

它可以勝任用來表現這種題材。事實上，若沒有特殊的經驗，或特別的才氣，是

不容易深覺出七古之特性，也不容易運用的高妙的」88，顯然五言古體的形式已

經提供邊塞詩一個適切的利用途徑，尤其在南朝時更大量的運用樂府古題之五古

體材，南朝以降至於整個唐代的邊塞詩均以此為大宗，而七言詩體難以駕馭的特

性便稍微侷限了它可資利用的程度。但南朝到初唐七言詩體的發展仍然是一個值

得關注的部分，其或可標誌著邊塞詩在此時期的進步與開創，更重要的是為盛唐

以後成功的七言邊塞詩預先試驗，奠定其基礎。 

 

 

第四節  小結 

 

本章主要偏重於討論邊塞詩發展的過程中形式上的問題，據以上論述，可將

其重點歸結如下： 

 

                         
88 何寄澎：《唐代邊塞詩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葉慶炳先生指導，1973

年），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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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廣義的邊塞詩界定來看，中國邊塞詩的源頭可以上溯到《詩經》時代，《詩 

經》中已有許多描寫邊塞戰爭或因戰事而抒寫情懷的詩篇。漢代時，與西域接觸

日漸頻繁，開始有較多的邊塞作品產生，主要收錄在宋郭茂倩的《樂府詩集》中，

漢末建安時代曹丕、曹植父子亦留有邊塞名篇。總體說來，《詩經》的語言是與

後代迥異的四言體，應較難對後代邊塞詩產生影響。漢代以降，許多的樂府詩都

有邊塞題材的寫作，這些樂府古題在後代有許多文人模擬的作品，對後代邊塞詩

的發展影響甚大。 

 

2. 南朝在邊塞詩的發展上有極為突出的表現，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的個 

面，南朝時邊塞詩的數量有大幅度的增加，並集中於梁、陳兩代，這應該和當時

的政治環境和南北勢力的拉鋸有密切相關，且有親臨戰場經驗的詩人往往也有較

豐富的邊塞詩作品。第二個方面，南朝在邊塞詩的寫作上大量利用漢代以降的樂

府古題，對後代邊塞詩創作所採取的詩體形式產生了莫大的影響，且唐代邊塞詩

所採用的樂府古題就是在南朝梁始見具備的。與此同時，北朝亦產生一些較為質

樸自然的邊塞民歌，另外，南人入北如王褒和庾信等人將南朝的邊塞傳統帶入北

地，同時感染了北地的特殊風情，對北朝到初唐的邊塞詩發展有重要影響。 

 

3. 隋代和初唐的文風均籠罩在南朝唯美文學的思維當中，而邊塞詩卻持續地在 

發展，從形式上來看，有兩大特色值得注意。第一，初唐邊塞詩的寫作和作者較

前代可謂大量的增加，且南朝所開發出的樂府舊題初唐都得到相當程度的發揮，

可見南朝用樂府古題來寫邊塞詩已經成為後代慣用的寫作方式，而隋代在此扮演

了重要的銜接角色。第二，初唐七言歌行體的發展是引人注目的，從邊塞詩的表

現可見一斑，而七言邊塞詩的寫作亦可上溯至南朝階段，已有不少的作品。最重

要的是，隋代在七言歌行亦有突出的發展，成為初唐七言歌行的先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