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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隋與初唐邊塞詩中時空結構的轉變 

 

 

隋與初唐時期，文學史的中心議題之一殆為南朝文風的影響，而後代學者在

討論此課題時確也往往將其視為南朝文學的餘響和結果。從上幾個章節的論述可

知，南朝文學的影響不僅表現在宮體詩的創作上，在邊塞詩的創作上，亦相當程

度地形成了一個南朝到初唐的傳承脈絡，故在中國邊塞詩的發展中，將南朝到初

唐視為時代劃限上的一個整體是相當合理的。因從外在的形式來看，初唐詩人曾

大量地沿用南朝所利用或開發出的樂府舊題，這在本文第二章中已有所論述，對

於在內容的表現上，南朝和初唐所呈現的寫作手法和所流露的思維特色則是一貫

的，而這一點即為本文第三、四章的論述重點。 

 

然而，隋結束了中國將近三百年的分裂時期，為中國開啟了統一的局面，並

由李唐接續這個嶄新的時代；在客觀的條件、整體的環境和國家的氣象上均應與

前代有絕對的差異，並影響其在各個方面的表現。以影響邊塞詩發展的相關因素

來說，唐代對外戰爭明顯較前代增加，東南西北四方均有不少的邊患問題，1故

自隋與唐初高祖到晚唐時期，均不乏頻繁的對外戰爭。如此頻仍的邊塞爭戰自然

賦予邊塞詩創作適當的環境與豐富的題材，如胡雲翼在〈唐詩研究〉中即云： 

 

玄宗後二百年天下無一年無戰爭，在歷史上繼續數百年戰爭紛亂的時代，

可說絕無僅有。二百年不斷的戰爭所造成紛亂如麻的社會，給予唐詩人以

絕大的生命，給予唐詩以絕好的描寫資料。由對外苦戰的影響，造成一種

以邊塞生活為描寫背景的邊塞詩派。2 

                         
1 唐代的邊患，北方有東、西突厥等；東方有高麗、百濟和契丹等；西方有吐谷渾、焉耆、龜茲

和疏勒等；南方有回紇、吐蕃和南詔等。 
2
 胡雲翼：《胡雲翼說詩》（收入《胡雲翼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9月），〈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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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話雖針對玄宗之後中、晚唐而發，然亦可說明唐代戰爭對邊塞詩發展上的影

響。除了客觀的環境之外，唐代文人赴邊從軍的例子也較前代大量增加，其動機

或不全為主動，但文人藉由歷邊的經驗而能真切地體會到邊塞戰爭與生活，亦必

對邊塞詩的創作有所助益。 

 

在此種種因素的影響之下，隋唐邊塞詩與南朝邊塞詩在同中必有相異之處，

這是屬於一個新時代的產物，故本章即在本文前幾章的基礎之上，針對隋與初唐

時期，探討其邊塞詩中所呈現之與前代有所不同的時空結構與思維。本章概分為

三節，分別為「敘事的連貫性和戲劇性的增加」、「移步換景的寫作技巧」和「時

代氣象的轉變」，前二節乃扣合本文「時空」主題作討論，第三節則是對隋、初

唐時期邊塞詩的整體轉變作綜合性的論述。 

 

 

第一節  敘事的「連貫性」和「戲劇性」增加 

 

    在本文第三章第三節中，提到南朝以來的邊塞詩經常表現出一種「斷景並置」

的寫作手法，也就是將詩中的景物依照大致的時間順序來排列，並以大量的地名

敷衍而成。此種寫作手法已然成為南朝以來邊塞詩創作的典型，而此一看似連貫

又片段呈現的敘事場景，常使人感受到作品中時空轉變的快速節奏，形成詩歌整

體較為磅礡通達的氣勢。然而，筆者亦談及此種寫作手法應與詩人較為缺乏的邊

塞經驗有關，故往往用具有邊塞代表意義的地理座標來作為邊塞時空的象徵，藉

此形構出邊塞詩的基本內涵。 

     

                                                                       
詩研究〉第二章，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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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與初唐的詩人一方面繼續著這種寫作的方式，一方面開始在作品中展現出

較為純熟的技巧和豐富的內容，使得作品增加了敘事的連貫性和戲劇性。我們可

以先以由隋入唐的虞世南之作品〈飲馬長城窟行〉為例來看： 

 

      弛馬渡河干，流深馬渡難。前逢錦車使，都護在樓蘭。輕騎猶銜勒，疑兵

尚解鞍。溫池下絕澗，棧道接危巒。拓地勛未賞，亡城律豈寬。有月關猶

暗，經春隴尚寒。雲昏無復影，冰合不聞湍。懷君不可遇，聊持報一飧
3
。 

 

整體來看，本詩符合前文所謂「三部式」的結構，一開頭由「馬」、「河」破題，

中間則大量以「都護」、「樓蘭」、「溫池」、「棧道」和「亡城」等邊城景物羅列排

比，構成了邊塞固有的畫面，結尾兩句再引出總結全詩的反應與結論。以此詩來

與南朝詩人王褒的同題稍作比較，王氏作品本文為： 

 

北走長安道，征騎每經過。戰垣臨八陣，旌門對兩和。屯兵戍隴北，飲馬

傍城阿。雪深無復道，冰合不生波。塵飛連陣聚，沙平騎跡多。昏昏隴坻

月，耿耿霧中河。羽林猶角觝，將軍尚雅歌。臨戎常拔劍，蒙險屢提戈。

秋風鳴馬首，薄暮欲如何。4 

 

顯然，虞詩「雲昏無復影，冰合不聞湍」之句可說是脫胎於王褒「雪深無復道，

冰合不生波」兩句，其刻意學習的痕跡明白可見。然將兩首詩作整體的比較，虞

詩首二句將河與馬的關係反覆提出，並以「流深」加重了馬渡河的困難與阻礙，

這種緊湊感和戲劇性則是王詩首二句中看不到的。接下來「輕騎猶銜勒，疑兵尚

解鞍。溫池下絕澗，棧道接危巒」四句利用緊密的語匯意象將邊塞戰爭的詭譎氣

                         
3 此詩引自《全唐詩》（淸康熙四十五年敕編，台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第一冊，卷三十六，

頁 470-47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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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冊，〈北周詩〉

卷一，頁 2330-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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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和危險情勢精微地表現出來，有別於王詩中以片段景物鋪寫之較為平實的語

句。最後，虞詩「有月關猶暗，經春隴尚寒」兩句隱引將邊塞景物晦暗冷絕的情

調與原有的經驗作一比較，明顯較王詩之句「昏昏隴坻月，耿耿霧中河」多了人

們感受上的轉折感與變化性。故虞詩在營造詩歌情節的連貫性與戲劇性確實較王

詩增加許多。再來看看南朝的其他兩首同題的邊塞詩作：
5
 

 

征馬入他鄉，山花此夜光。離群嘶向影，因風屢動香。月色含城暗，秋聲

雜塞長。何以酬天子，馬革報疆場。 

（陳．後主，下冊，頁 2508-2509） 

秋草朔風驚，飲馬出長城。群驚還怯飲，地險更宜行。傷冰歛凍足，畏冷

急寒聲。無因度吳坂，方復入羌城。 

（陳．張正見，下冊，頁 2481） 

 

陳後主之詩充滿了南方文學浪漫溫柔的想像，以「馬」與「花」的接觸－「戰馬

嗅花香」牽引出「他鄉」與「城塞」的衝突情感。詩中「離群嘶向影，因風屢動

香」兩句利用離群之馬的形單影隻和邊風送花香來暗示征人思鄉之情，流露出南

方宮廷詩人敏銳的感情和精緻的刻畫手法。然而，我們在此詩中也可看見的，是

南朝詩人頗為精鍊的詩歌技巧，與虞世南同題詩中所呈現較為驚險陽剛的邊塞風

物有顯著的差異。再看張正見的詩作，與陳後主之作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全詩圍

繞在征馬的反應上，「傷冰歛凍足，畏冷急寒聲」句中的「斂」和「急」字可見

南朝詩人琢句鍊字的用力之處；然其用單一角色（征馬）來作為反應主體，則使

得詩歌的內容顯得有些薄弱，亦不如虞詩較為豐富的詩歌意象和緊湊程度。 

     

兩《唐書》中並未曾記載虞世南有邊塞征戰的經驗，但他確為當時著名學問

                         
5
 同上注，為免繁瑣，統一將其冊數和頁數載於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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淵博的大家，並以此作為唐太宗李世民的「行秘書」。
6
可以想見的是他吸納前代

邊塞詩的「文學經驗」並創作出更為成功的作品，表現出更為出色的邊塞詩寫作

技巧。再來我們尚可舉初唐四傑之一盧照鄰的作品為例，盧照鄰，字昇之，史傳

上也無明確記載其曾有過邊塞經歷，但他的一些作品或可作為其曾奉命出使四川

與邊塞的證明。例如在《西使兼送孟學士南遊》詩中「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

相看萬餘里，共倚一征篷」
7
之句，應是寫於離別之時，「地道巴陵北」當是孟學

士南遊之地，而「天山弱水東」應就是詩人西使出塞之所，此為唐初和突厥、吐

蕃等經常發生戰爭的地方。因此，我們甚至可以此來假設盧照鄰或有親歷邊塞的

真實經驗。我們來看他的一首邊塞作品〈紫騮馬〉： 

 

      騮馬照金鞍，轉戰入皋蘭。塞門風稍急，長城水正寒。雪暗鳴珂重，山長

噴玉難。不辭橫絕漠，流血幾時乾。8 

 

這首詩依然用大量的地名，如「皋蘭」、「塞門」和「長城」等鋪排出邊塞大漠的

場景，表現出依照時間順序而斷景並置的寫作手法；但以馬在邊塞的際遇為主

軸，展開連貫的敘事，斯蒂芬•歐文（Stephen  Owen）在《初唐詩》中認為「不

斷增加的困難加強了第七句馬的英勇決定。結尾寫得曲折，通過暗示馬的英勇完

全無益，從而削弱其價值：這一地區永遠不會被征服，馬的血也永遠不會乾。一

匹勇敢的馬變成一群勇敢的戰馬，象徵著邊塞士兵，衝向沙漠，流血犧牲」。9這

是歐文對此詩的詮解，詩中「塞門風稍急，長城水正寒。雪暗鳴珂重，山長噴玉

難」四句的確逐漸地加強邊塞環境的阻礙程度，而最後二句「不辭橫絕漠，流血

幾時乾」作為前幾句的總結，寫得既激昂又深富省思之意。比起南朝詩人張正見、

                         
6 唐．劉肅：《大唐新語》（收入《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4年），卷八〈聰

敏第十七〉中記載：「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書以從。太宗曰：『不須。有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

南為秘書監，於省後堂集群書中奧義，皆應用者，號《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其書盛行於代。」

頁 117。 
7 引詩同注 3，第一冊，卷四十二，頁 526。 
8 同上注，第一冊，卷四十一，頁 512。 
9
 美．斯蒂芬•歐文：《初唐詩》（大陸：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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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孤嗣宗、陳暄、祖孫登和江總等人的同題詩作，全詩的表現的確較為流暢連貫，

並增加了詩中人或物的戲劇性，使人閱讀而有氣勢通達開闊之感。再來看一首盧

照鄰的作品〈梅花落〉： 

 

梅嶺花初發，天山雪未開。雪處疑花滿，花邊似雪迴。因風入舞袖，雜粉

向妝臺。匈奴幾萬里，春至不知來。
10

 

 

用「花」和「雪」作為故鄉和邊塞的對比是南朝邊塞詩慣用的隱喻手法，例如陳•

徐陵〈長相思〉「欲見洛陽花，如君隴頭雪」和陳•蕭淳〈長相思〉「對雲恆憶陣，

看花復愁雪」（下冊，頁 2606）等句，均是描寫「花」、「雪」因特質相似而引起對

立的情感。然盧照鄰將這一組簡單的關係在詩開頭四句「梅嶺花初發，天山雪未

開。雪處疑花滿，花邊似雪迴」擴大敷衍，構成了一個雪、花交錯紛亂的白色世

界，暗示著邊塞之人正處於時空錯亂的思維當中，建立起詩中看似融合卻是矛盾

衝突的兩個世界。斯蒂芬•歐文對此詩亦有精闢的詮解，他認為「雙關語也在兩

種世界之間起了連接作用：在北方，雪尚未『開』；而『開』一語又有『開花』

的意義；『開』還有另一種聯繫，在這裡可能意味著『開放』邊塞，傳播帝國的

文明。…粗野的匈奴處於白雪及兩個世界當中，這兩個世界既是同一的，又是對

立的」11。這種對立的加強不僅將詩歌內容混融在一起，也造成詩中矛盾衝突增

加的戲劇性效果，盧照鄰其他的邊塞作品如〈關山月〉中「相思在萬里，明月正

孤懸」之句和〈雨雪曲〉中「雪似胡沙暗，冰如漢月明」之句，「萬里相思」/「明

月孤懸」和「胡沙雪暗」/『漢月冰明』都將對立世界的矛盾衝突混合且鮮明地

突顯而出。這種巧妙二元對立的構思在南朝時期的邊塞詩中雖屢屢可見，然初唐

詩人更能將其自然地運用在詩中，並加強詩歌整體的連貫性，使讀者能在斷景並

置的原則上想像出完整的畫面，作品敘事性因而增加了。 

                         
10 引詩同注 3，第一冊，卷四十一，頁 513。 
11
 同上注，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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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敘事連貫性和戲劇性的增加也表現在本文第三章第二結所討論過「邊塞

閨怨」的詩歌類型中。前文有所舉例，「邊塞」和「閨怨」兩條主線在在此種類

型的邊塞詩中可能各自偏重，南朝亦有些作品已將此二主題達到一定程度的相

融，如王褒和庾信的〈燕歌行〉，時而寫閨裡愁緒，時而述邊塞嚴境，兩相對比

的情境又互為牽扯的感情將這個主題表達的堪稱完整。而初唐的邊塞閨怨詩則大

多屬於此類作品中的典型佳作，可以初唐詩人沈佺期的兩首詩作為代表來看：
12
 

 

聞道黃龍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長在漢家營。少婦今春意，良人

昨夜情。誰能將旗鼓，一為取龍城。 

（〈雜詩〉三首之三，第二冊，頁 1035） 

      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 

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謂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古意呈補闕喬知之〉，第二冊，頁 1043） 

 

後人認為沈佺期和宋之問兩人因為均曾經被貶謫到荒遠之地，因暫時遠離宮廷而

能寫出一些非宮廷應制的佳篇。此第二首作品不僅是初唐五、七言近體格律的典

範之作，亦在語言上流露出有別於宮廷應制詩作的平實感。第一首以五言寫成，

在完整的格律形式之下不見刻意雕琢字句的痕跡，足見其更為自然天成的詩歌藝

術技巧。且全詩前後貫串，「閨裡月」的可憐之處在「漢家營」的頻戰不休，「少

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兩句將邊塞與閨怨的主題精鍊寫出，且運用「今」、「昨」

造成對比的效果，而最末兩句將哀怨化為更高尚的愛國情操。這樣語言精鍊且氣

勢流暢的短篇佳作，實是南朝的閨怨邊塞詩較難達到的。第二首詩是寫思婦愁怨

的七言作品，詩中先寫夫婦雙棲于京都，猶如海燕雙棲玳瑁之梁，然後寫到闊別

                         
12
 引詩同注 3，為免繁瑣，統一將其冊數和頁數載於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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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載，少婦思夫之苦，在一揚一抑之間，深意自然呈現。在寫作技巧上詩人藉著

鐫刻環境，渲染氣氛，來烘托詩中人物的心情，達到了增強抒情色彩的效果，如

以「海燕雙棲」對比少婦獨處，以「寒砧木葉」和「城南秋夜」烘托「十年遠戍」

和「音書斷」之愁思，更以「月照流黃」來暗示「含愁獨不見」的深層悲哀，全

詩語言構思新巧，讀來有清新無限之感。雖然詩中依舊以「遼陽」、「白狼河北」

和「丹鳳城南」等地名來呈現片段之景，然全詩抹去了堆砌拼合之跡而顯得通達

流暢，以現實環境烘托一層又一層逐漸加深的愁思，終於在末句達到了最深沈的

悲哀，使全詩有整體的連貫性和引人入勝的戲劇性，顯然較南朝大部分的同類詩

增色許多。 

 

 

第二節  「移步換景」的寫作技巧 

     

筆者在前章中，曾有將南朝山水詩和邊塞詩對舉列出，藉此比較兩者體現在 

時空思維上的差異；然南朝山水詩和邊塞詩不僅在詩歌的內涵有所不同，其表現

於外的對於景物的寫作手法也有明顯的差別。誠如前文所言，南朝邊塞詩慣用片

段景物並置來寫邊塞風物，而詩中所呈現出的視野往往是大面積的，不管是「邊

風」、「飛雪」、「霧暗」或「雲昏」，均將整個邊塞空間蒼茫遼闊的景象形構而出。

然而，這種籠統、廣闊的畫面收攝，使人感覺到詩中的眼光距離實際空間應有很

大一段距離，才足以牢籠萬物；或者這麼說，詩中對邊塞場景似在做普遍、既有

印象的輪番展示，而非身臨其地、當下的感受過程。相對於此，南朝山水詩除了

大致遵循前文所謂「四段式結構」－先寫遊覽的時間和地點，如同全詩之序，再

寫景，後由興情而引導出最終的悟理－之外，對景物的描寫經常是採用一種「移

步換景」的寫作策略。所謂「移步換景」就是以作者的位置作為觀察點，隨作者

位置的移動，觀察點也在移動，把沿途所見到的景物描寫出來，如此可以令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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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如伴隨作者同遊的感覺，作者觀察點的改變，描寫的事物也會跟著改變。試

舉一首謝靈運的山水作品〈登永嘉綠嶂山〉： 

 

      裹糧杖輕策，懷遲上幽室。行源逕轉遠，距陸情未畢。澹瀲結寒姿，團欒

潤霜質。澗委水屢迷，林迥巖逾密。眷西謂初月，顧東疑落日。踐夕奄昏

曙，蔽翳皆周悉。蠱上貴不事，履二美貞吉。幽人常坦步，高尚邈難匹。

頤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已交，繕性自此出。
13
 

 

綠嶂山在甌江北岸的永寧縣，距永嘉城有四十里，據後來學者的作品繫年，此詩

應作於謝靈運任永嘉郡守的時期，謝氏待在永嘉的時間雖只有短短一年（422- 

423），卻因常常遊覽永嘉四周的奇山美水而留下為數頗富的山水佳作，如前文所

討論〈登上戍石鼓山〉、〈遊南亭〉和〈登池上樓〉等均是，永嘉現亦存有許多用

來紀念謝靈運的古蹟，如「謝池巷」、「池上樓」、「康樂坊」和「謝公亭」等。〈南

史．謝靈運傳〉云：「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岩嶂數十里，莫不備盡登躡。

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14觀此詩開頭，知謝靈運就是儲備

乾糧並攜杖而往，詩中三到十二句均在寫景，寫詩人看著水源處清潭瀲灩，雲影

天光之如明鏡般清寒之景；接著離水源漸遠，看著彎曲的溪澗令人迷失了方向，

而四周蒼翠林木的愈深處，是更繁麗的飛巖疊嶂；最後，詩人看向黃昏的昇月與

落日，迷茫的光線使山原朦朧莫辨。詩中除了可見謝靈運對山水清麗細膩的刻

畫，讀此詩更彷如跟隨著詩人的腳步，看到詩人眼中所見之景，從山下到山林中，

從水源處到溪澗深處，景致隨著步履的前進而作動態的展演。此正如林文月先生

在《山水與古典》一書〈鮑照與謝靈運的山水詩〉中所謂： 

 

                         
13此詩引自黃節注：《謝康樂詩注》（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 卷二，頁 94。 
14李延壽：《南史》（收入《二十五史》，台北：藝文印書館輯，開明出版，1962年），卷十九，列

傳第九〈謝靈運傳〉，頁 25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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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靈運以雅愛山水，多遊歷之經驗，故其山水詩皆有作者登陟之具體描

寫，且其遊歷憩息之時間與過程，多脈絡可循，極為明顯。…對於遊歷之

始終、時間、地點、情況，乃至遊歷者之心情，皆有明白的交代。
15
 

 

謝靈運運用突出的寫景技巧，帶讀者進入他所遊覽的世界，隨其經歷他所登陟的

過程。在此類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發現詩人需把觀察點掌握好，寫來才會條理清

晰，且要善於捕捉事物的特徵或瞬間的美感，若非詩人身歷其境，難於達到此境

界。 

 

    如前所言，南朝邊塞詩在景物的表達上與山水詩這種「移步換景」方式有很

大的不同。但進入初唐後，許多詩人開始有了真正的邊塞經驗，所創作的邊塞詩

作就多少吸納了山水詩的寫作手法，生於高宗龍朔元年的陳子昂（661-702）就是

很好的例子。陳子昂在朝廷擔任官職前後十餘年，是在武則天執政時期，常直言

上諫，提出許多批評，如〈諫靈駕入京書〉和〈諫政理書〉等。在從政生涯中，

他曾經兩度離開京城從軍邊塞，第一次是在他二十六歲時跟隨左補闕喬知之北

征，使他瞭解到西北邊陲地區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情況，這一經歷曾表現在他

一些詩文中，如〈上西蕃邊州安危事〉、〈為喬補闕論突厥表〉和〈題居延古城

贈喬十二知之〉等。第二次從軍是在陳子昂三十六歲時，武則天命他跟隨武攸宜

率兵征討叛亂的契丹，而這次的從戎卻遭逢被貶的命運，事可見〈新唐書•陳子

昂傳〉。兩次從軍出征，無疑使他擁有較為豐富的邊塞經驗，先以他的〈度峽口

山贈喬補闕知之王二無競〉為例來看： 

 

峽口大漠南，橫絕界中國。叢石何紛糾，赤山複翕赩。遠望多眾容，逼之

無異色。崔崒乍孤斷，逶迤屢回直。信關胡馬沖，亦距漢邊塞。豈依河山

                         
15
 林文月：〈山水與古典〉（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頁 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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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將順休明德。物壯誠有衰，勢雄良易極。邐迤忽而盡，泱漭平不息。

之子黃金軀，如何此荒域。雲台盛多士，待君丹墀側。
16
 

 

根據羅庸先生所作的年譜，此詩應寫於武后垂拱二年（西元 686年），正是陳子

昂第一次出塞在途中所作，
17
在這首詩中，他表達了「恃德不恃險」的政治主張，

其中並含有熱中功名的思想。在描寫景物的方面，寫了他穿過驚險高聳的山峽，

最後進入平坦沙漠的過程，從其生動細膩的寫景之句到「豈依河山險，將順休明

德。物壯誠有衰，勢雄良易極」的情感反應，可以見到他和山水詩相類似之處。

細觀此詩，讀者的眼光也不禁跟隨著詩人的腳步，從「叢石」和「赤山」到「邐

迤而盡」的「泱漭大漠」，詩中「遠望多眾容，逼之無異色，崔崒乍孤斷，逶迤

屢回直」四句更將詩人目光所及描寫得極為生動，從「遠望」到「逼之」，隨著

腳步的前進，眼前所見之景隨時有所變化，山峰之態勢忽險忽獨，山中之徑忽迂

忽直。這種「移步換景」所造成的動態美感和臨場感，是南朝大多數邊塞詩中所

缺乏的。 

 

我們還可再舉初唐另一位有出塞經驗的詩人－駱賓王的作品為例來瞭

解。駱賓王，字觀光，關於其生年史書並未記載，後代各家說法也不一。18駱氏

為初唐四傑之一，原懷著積極用事之心而渴望擠身仕途，但並不順遂。根據史書

的記載，他也有兩次從軍出塞的經驗，第一次是在高宗咸亨元年(西元 670年)因

西北吐番大舉入侵，自願跟隨薛仁貴從軍出征，其邊塞詩作如〈蕩子從軍賦〉、〈王

昭君〉、〈晚度天山有懷京邑〉和〈邊庭落日〉等大都寫於這個時期。第二次是在

高宗咸亨三年(西元 673年)，因西南邊庭的姚州（今雲南境內）發生了少數民族

                         
16 此詩引自同注 3，第二冊，卷八十三，頁 897-898。 
17 羅庸：《唐陳子昂先生伯玉年譜》（收入王雲五主編：《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十二輯，台

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 28。 
18 聞一多先生在《唐詩大系》中提出西元 640年說，此後文學史家和一些唐詩研究者大多本此而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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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亂事件，駱賓王乃奉命奔赴姚州，我們就來看一首他在此次出征所寫的詩作〈從

軍行〉（亦作〈軍中行路難〉）： 

 

君不見封狐雄虺自成群，馮深負固結妖氛。…閣道岧嶢起戍樓，劍門遙裔

俯靈丘。邛關九折無平路，江水雙源有急流。…杳杳丘陵出，蒼蒼林薄遠。

途危紫蓋峰，路澀青泥板。去去指哀牢，行行入不毛。絕壁千里險，連山

四望高。…川原繞毒霧，溪谷多淫雨。行潦四時流，崩查千歲古。漂梗飛

蓬不自安，捫藤引葛度危巒。昔時聞道從軍樂，今日方知行路難。……
19
 

 

全詩頗長，共六十六句，內容詳細記載了這次經蜀入滇的行軍經過和所見所感，

上面諸句乃節錄出其描寫途中景色的部分。蜀、滇之境在其時被視為瘴癘之地，

山高水急，氣濕霧毒，此詩的開頭運用「君不見」的套語彷彿將讀者拉入現場的

時空，進入了一個與中原地區截然不同的區域。不管是描寫山勢關隘的驚險，或

是敘述溪谷川原的迷濛濕熱，每一段文句所呈現出的景色均有不同，而「漂梗飛

蓬不自安，捫藤引葛度危巒」二句軍隊親身的體驗細膩地描寫而出，使讀者強烈

感受到行軍的困難與層層通過的歷險過程。這種親赴邊塞的記實文字，在南朝邊

塞作品中是很難看到的。 

     

從以上所舉的例子可知，初唐某些詩人在創作邊塞詩時，憑藉著己身曾經深

入過邊塞的經驗，自然而然地吸納了南朝山水詩中「移步換景」的寫作技巧，同

時對邊塞景物有更細膩雕琢的描寫，而能引領讀者進入與山水詩相似的臨場之

感，這是南朝邊塞詩所缺乏的特質。 

 

 

                         
19
 此詩引自同注 3，第二冊，卷七十七，頁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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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時代氣象的轉變 

 

    隋與初唐是大唐盛世的揭幕之始，從文學史研究的角度來看，亦是一個新舊

交替的關鍵時期。在詩歌形式方面，從六朝開始追求的詩歌格律在此時開花結

果，而有律詩、絕句等詩歌新形式的產生；在文風方面，誠如前文所言，六朝「宮

體詩」的餘風雖在此時延續，但亦開始了轉變的契機。陳寅恪先生曾有精闢的見

解： 

 

      唐代之史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啟趙宋

以降的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經濟如此，關於文化學術亦莫不如此。20 

 

陳氏此言雖是針對韓愈為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後的關鍵人物而言，但筆者認

為以「新局面」和「舊局面」的轉乘交替來詮解初唐亦不為過。當然，從整個唐

代文學史來看，隋與初唐時期延續並收束南北朝文風乃佔絕大部分，而檢討與與

開創新時代的精神則只佔小部分，然亦不能抹殺其處於銜接南北朝與盛唐的關鍵

地位。故本節的目的即在提出隋與初唐邊塞詩有別於前代之獨特之處，不侷限於

詩中時空結構和思維，為一綜合性的討論，亦會提出其他學者相關的見解。我們

先來看一首隋煬帝的邊塞作品〈飲馬長城窟行示從征群臣〉： 

 

      肅肅秋風起，悠悠起萬里。萬里何所行，橫漠築長城。豈台小子智，先聖

之所營。樹茲萬世策，安此億兆生。詎敢憚焦思，高枕於上京。北河秉武

節，千里捲戎旌。山川互出沒，原野窮超忽。擬金止行陣，鳴鼓興士卒。

千乘萬騎動，飲馬長城窟。秋昏塞外雲，霧暗關山月。緣巖驛馬上，乘空

烽火發。借問長城候，單于入朝謁。濁氣靜天山，晨光照高闕。釋兵仍振

                         
20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收入《陳寅恪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論韓愈〉，

頁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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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要荒事方舉。飲至告言旋，功歸清廟前。
21
 

 

在南朝已有多位詩人以此題來創作邊塞詩，隋煬帝楊廣雖亦採用樂府舊題來寫

作，但所流露出的情調卻大不相同。詩中所敘述是隋煬帝重修長城以及他在北方

進行征邊戰役的種種事蹟，其與本章第一節所舉同題詩中較為悲傷、無奈和晦暗

的情感有所不同。詩中先交代了其修築長城乃在「安此億兆生」的偉大目的，再

寫其出征邊塞的情景，雖仍以「秋昏」、「霧暗」和「濁氣」來描述邊塞景觀，但

全詩充滿自信、樂觀與積極的態度，這種來自於一統大帝國的王者氣派，是南朝

邊塞詩中所無法見到的。再來看唐太宗李世民的同題邊塞作品〈飲馬長城窟行〉： 

 

      塞外悲風切，交河冰已結。瀚海百重波，陰山千里雪。迥戍危烽火，層巒

引高節。悠悠卷旆旌，飲馬出長城。寒沙連騎跡，朔吹斷邊聲。胡塵清玉

塞，羌笛韻金鉦。絕漠干戈戢，車徒振原隰。都尉反龍堆，將軍旋馬邑。

揚麾氛霧靜，紀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靈臺凱歌入。22 

 

根據大陸學者薛宗正對詩中季節與地名的研究，此詩所詠應為貞觀十年（西元

640年）唐大軍平定高昌之戰役。23詩中所描寫的是一次冬季的戰爭行動，同樣運

用南朝以來慣用的「斷景並置法」，以「交河」、「瀚海」、「陰山」和「長城」等

地標形構出邊塞的具體形象，且詩的前半段與前代邊塞詩的鋪排並無不同，均寫

出邊塞戰爭的艱辛與慘烈。然詩的後半段描寫其威震沙場，玉塞塵清，終可勒石

記功，凱旋回師，呈現出大唐帝國即將來臨的強盛國勢。而詩中「胡塵清玉塞，

羌笛韻金鉦…揚麾氛霧靜，紀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靈臺凱歌入」之句顯蘊含

著太宗希望能止息干戈、一戎衣而天下定的思想，將帝王經營邊塞的雄心壯志表

                         
21 此詩引自同注 4，下冊，〈隋詩〉卷三，頁 2661。 
22 此詩引自同注 3，第一冊，卷一，頁 3。 
23
 薛宗正：《歷代西陲邊塞詩研究》（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3年），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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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而出。這種在險惡戰爭中充滿蓬勃朝氣與無盡希望的邊塞詩精神，亦很難從南

朝的邊塞詩中找到。再來看另一首唐太宗的作品〈經破薛舉戰地〉： 

 

      昔年懷壯氣，提戈初仗節。心隨朗日高，志與秋霜潔。移鋒驚電起，轉 

河決。營碎落星沈，陣卷橫雲裂。一揮氛沴靜，再舉鯨鯢滅。於茲俯舊原， 

屬目駐華軒。沈沙無故跡，減灶有殘痕。浪霞穿水淨，峰霧抱蓮昏。世途 

亟流易，人事殊今昔。長想眺前蹤，撫躬聊自適。
24
 

 

詩中所詠是發生在義寧六年（西元 617年）的扶風之役，是唐王朝創建過程中最

慘烈也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一場戰役。李世民舊地重遊，往事歷歷在目，依然感受

到當年豪情激烈與壯懷飛縱。雖然詩中「浪霞穿水淨，峰霧抱蓮昏」二句仿南朝

詠物詩的纖弱風格，與全詩的氣調不合，然「一揮氛沴靜，再舉鯨鯢滅」和「沈

沙無故跡，減灶有殘痕」均顯示其少年帝王統帥的自若鎮定和穩操勝算的風采，

最後四句雖有世事滄桑之喟嘆，但也又勝利者的豪邁情懷。 

 

    最後，再來看看陳子昂的作品。除了上文提及陳子昂有過兩次從軍出塞的經

驗，陳子昂在初唐文壇的地位可說是相當特出的，後代學者均公推其為反對六朝

華麗糜爛文風的第一人，並主張詩文應要追求漢、魏風骨與風雅興寄，在其文論

與文學作品中均能見其實踐。這種「復古」主張的提出，實際上是在為初唐做一

反省和革新，所強調的是摒棄南朝以來詩歌對形式主義的過份重視，而應將重點

回到詩歌的內容及其言志的功能和社會責任。陳子昂的革命性主張得到後人極高

的肯定，如中唐韓愈在〈薦士詩〉中云：「齊、梁及陳、隋，眾作等蟬噪。搜春

摘花卉，沿襲傷剽盜。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金元好問在〈論詩三十首〉

之八亦有所推崇：「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准平吳例，

                         
24
 此詩引自同注 3，第一冊，卷一，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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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著黃金鑄子昂」和近人高步瀛在《唐宋詩舉要》中更明白指出：「唐初猶沿梁、

陳餘習，未能自振。陳伯玉起而矯之，《感遇》之作，更見建安、正史之風」，
25
均

為陳子昂在唐代詩歌發展史上作了高度的評價。而其在《感遇》系列中與邊塞相

關的作品，正可為其詩歌主張作一代表性的示範，試舉二首為例：26 

 

      蒼蒼丁零塞，今古緬荒途。亭堠何摧兀，暴骨無全軀。黃沙幕南起，白日

隱西隅。漢甲三十萬，曾以事凶奴。但見沙場死，誰憐塞上孤。 

（〈感遇詩〉三十八首之三，第二冊，頁 890） 

      本為貴公子，平生實愛才。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西馳丁零塞，北上 

單於臺。登山見千里，懷古心悠哉。誰言未忘禍，磨滅成塵埃。 

（〈感遇詩〉三十八首之三十五，第二冊，頁 894） 

 

在陳子昂其他的邊塞作品中，歌頌出塞報國精神的文句所在多有，但上面所舉兩

首邊塞詩，則流露出相當特殊的思維。在第一首作品中，作者描寫所見到西北邊

塞荒涼悲慘的景象，並借著漢代史事暗中抨擊當代執政者的好戰所帶來的人民苦

難。「但見沙場死，誰憐塞上孤」二句一反前人哀憐沙場死者的關注角度，而把

注意力轉移到那些戰場上孤獨的存活者，從「暴骨無全軀」到「誰憐塞上孤」，

以活人的孤絕對比死人的悲慘所產生強烈的衝擊力，直接撞擊在讀者既有的邊塞

思維上，這是一種對於戰爭的深沈反省，與關注現實世界的表現，此與初唐詩人

喬知之〈前苦寒行〉中「由來從軍行，賞存不賞亡。亡者誠已矣，徒令存者傷」

27之情思顯然互通。第二首詩採用了第一人稱的表達方式，乍看之下如同典型的

遊俠之作，唱出了詩人憂時報國的情懷，並指出當政者未能吸取古代邊患的歷史

教訓，因而不能採取有效的措施來遏止突厥的侵擾。然而在出塞報國的場景中，

                         
25 高步瀛：《唐宋詩舉要》（台北：宏業書局有限公司，1995年再版），卷一〈五言古詩序〉，頁 1。 
26 引詩同注 3，為免繁瑣，統一將其冊數和頁數載於詩後。 
27
 此詩引自同注 3，第二冊，卷八十一，頁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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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更牽引出「登山見千里，懷古心悠哉」的登高思古情懷，而使詩歌內涵更加

深化。詩人在邊塞空間中，登高望遠而進入時間長流的思緒，因而體會到戰爭背

後永無止盡、不斷循環的歷史必然性，形成作品中深沈的悲哀和對戰爭必要性與

意義的反省，這也是前人較少切入的關注角度。《感遇詩》中其他的邊塞作品如

「肉食謀何失，藜藿緬縱橫」（之二十九）
28
、「何知七十戰。白首未封侯」（之三

十四）
29
和「咄嗟吾何歎，邊人塗草萊」（之三十七）

30
等，均發出了對邊塞戰爭

所造成的苦難沈重的感慨與嘆息。 

     

《感遇詩》三十八首可謂陳子昂實踐其詩歌理論的代表作，也奠定了詩人在

文學史上的地位，更是探討初唐詩歌風格轉向的必讀詩篇。雖因題無確指，使其

中有些篇章寓意不明，尚待學者釐清，然從上文所舉與邊塞相關的詩篇，的確可

見其關注現實的思維深度與較為雄壯悠遠的精神風範。這不僅是類似正始詠懷之

詩，富有深沈之悲，也轉化了正始、建安的悲壯而成為唐人特有的悲壯氣象，故

劉大杰先生乃有如此評語： 

 

在唐詩的發展史上，陳子昂是結束初唐百年間齊、梁詩風，下開盛唐雄渾

浪漫的一派，地位是很重要的。31 

 

在陳子昂的邊塞詩篇中，將本身真實的邊塞經驗與其詩歌主張結合，在抒發出懷

古的同時他展現出更為深入的思考和壯大蓬勃的生命力，此與南朝邊塞詩極為濃

厚的詠史色彩已然不同。故初唐邊塞詩或在技巧運用與文字細膩雕琢的程度略遜

於南朝的詩人，然不少作品所流露出的現實精神與唐人氣象，是南朝邊塞是較難

企及的。 

                         
28 引詩同注 3，第二冊，卷八十三，頁 893。 
29 同上注，第二冊，卷八十三，頁 894。 
30 同上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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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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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後代許多文學史研究者均認為唐朝文學乃是北方的剛建之風和南方藝術技

巧的成功綴合，以此觀點來看初唐時期的邊塞詩作，它們的確呈現如此的情形。

也就是一方面繼承南朝邊塞詩所開創的題材和寫作技巧，一方面又因為時代整體

環境的不同，開始了轉變的可能。如初唐詩人在南朝詠漢事的傳統之上，結合己

身真實的邊塞經驗，而達到更有深度的寫實精神和個人情懷，進而開展了帝國的

時代氣象，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故本章共標舉出初唐邊塞詩在「敘事的連貫性和

戲劇性的增加」、「移步換景的寫作技巧」和「時代氣象的轉變」三部分來說明，

期能藉此一探初唐邊塞詩轉變的軌跡，並隱然揭示出盛唐邊塞詩的曙光已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