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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奇女子小說篇章的藝術特徵 

第一節 非人形象的人情化 

「非人之物」一詞的意義為只要是人類之外的生命體，皆屬其範疇。

而所謂「人情化」是指寫非人之物的小說作品大多立足於再現現實生活，

包括人的情感和人情，保持著生活本身的完整性和真實感。「非人形象的

人情化」是唐代小說的一大藝術特徵，唐代小說以描寫人事為中心，就算

小說中的主角身分為狐狸、猿猴、老虎和龍等等非人之物，但在小說中我

們看到的不是她們身為獸類的野性，而是人的欲念、人的習性、人的情感

和人的價值觀念。這和唐前小說中的非人形象有著極大的分野。 

唐前小說的作家擁有豐富的想像力，在他們的筆下將許多飛禽走獸幻

化為女子，甚至連石頭、蚯蚓都能變成女子，想像力十分豐富，這些幻化

的女子均稱為「非人之物」。從小說內容得知，她們幻化的目的主要是魅

惑人，她們對看中意的偶遇男子大多採取主動，一夜情或是身分暴露後，

便消失無蹤。其中有些「非人之物」甚至會害人，使受她們魅惑的男子精

神恍惚、行為異常，所以人們對於她們，通常採厭惡、恐懼的態度，可以

的話，必除之而後快。唐前小說中所描寫的「非人之物」具有一些特質： 

一、外表雖是人形，仍保有其物類的特殊屬性 

    非人之物雖有女子的外形，但習性依舊維持本性。唐代之前的人認為

狐狸居住於冢墓中，所以小說中的狐狸雖變為女子，其居住地竟還是空冢

中。如《搜神記．阿紫》載狐狸幻化成一美貌女子，稱作阿紫。阿紫魅惑

王靈孝，將他帶至空冢中居住。1除了狐狸外，小說中還描寫獺會變成女子，

她們出現的地點多是在水邊，而且身上所穿、手上所拿的衣服、物品，多

                                                 
1《搜神記》卷十八〈阿紫〉，見《漢魏六朝筆記小說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年），

頁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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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湖中所產，而且帶有臊氣。如：《搜神記．蒼獺》載蒼獺變成女子，在

無錫一處湖大陂邊想魅惑陂吏丁初，她穿著青衣，帶著青傘，都是用荷葉

變化成的。2而在〈獺化〉故事中，「有臊氣、指甚短」是常醜奴識穿陪侍

在旁的女子不是人類的主因。3 

    在〈徐奭遇女妖〉4與《幽明錄．雌白鵠》5中的女子為白鶴、白鵠所

幻化，她們和男主角在田中相遇，且所陳設的食物多為魚類。在〈暫同阜

蟲〉中，男主角王雙受到蚯蚓所化成的女子影響，住在濕地上，身上覆蓋

著菰蔣，「眠息飲食」，均在其中。他的生活習性簡直就像蚯蚓一樣。6從這

些故事中，可看出唐前小說作家在創作這些婦女角色時，是把她們當作只

具人形的「非人之物」來描述，所以她們在故事中仍保有其原有的生活型

態，不因她們幻化為人形，就過著人類的生活。 

二、她們會對人造成傷害 

非人之物雖幻化為人形，但僅徒具外形而已，並未具有人類的情感。

在故事裡，她們從男子處得到歡愛，但對這些男子，輕則使他們受到驚嚇，

重則使之神智昏迷，身體消瘦，甚至幾近被同化為獸類、蚯蚓。〈豬臂金

鈴〉中，王姓士人偶遇一妙齡女子，對她心生愛慕，不僅送她定情信物——

金鈴，還使人尾隨至家，想再續情緣，結果卻發現鍾情的女子身分竟是住

在豬欄中的母豬，這對他造成多大的震撼。7徐寂之則是被牝猴所魅，「患

瘦瘠」，幸賴弟晬之殺牝猴，寂之才痊癒。8而徐奭被白鶴所迷惑，多日不

返家，幸賴其兄解救，徐奭精神恍惚一年多才回復正常。而王雙被蚯蚓幻

化成的美女所魅，生活習性改變像蚯蚓一樣，喜濕畏光，故事並未言及他

是否擺脫魅惑。在〈阿紫〉中，王靈孝被狐魅至空冢中多日，等眾人救他

                                                 
2《搜神記》卷十八〈蒼獺〉，見《漢魏六朝筆記小說大觀》，頁 422-423。 
3《異苑》卷八，頁 669以及《幽明錄》，頁 723-724均錄此則故事，見《漢魏六朝筆記小說大觀》。 
4《異苑》卷八〈徐奭遇女妖〉，見《漢魏六朝筆記小說大觀》，頁 665-666。 
5《幽明錄》，見《漢魏六朝筆記小說大觀》，頁 719。 
6《異苑》卷八〈暫同阜蟲〉，見《漢魏六朝筆記小說大觀》，頁 669。 
7《搜神記》卷十八〈豬臂金鈴〉，見《漢魏六朝筆記小說大觀》，頁 421。 
8《異苑》卷八〈牝猴入簣〉，見《漢魏六朝筆記小說大觀》，頁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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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來時，外形已類狐，恍神不能言語。如果時日一久，王靈孝應會化為狐，

喪失人所有的能力。 

在《幽明錄》中載有一特別的故事，狐狸幻化的美女與淳于矜相戀，

更進而和淳于矜結婚，在多年的婚姻生活中為他生育二子，這樣的故事在

唐前小說中是非常罕見的。這女子對淳于矜有深厚的情感，故事應有美好

的結局才對，但結果卻不然，當淳于矜官場得意時，才痛苦的發現被獵狗

咋死的妻兒，竟都變成狐狸，家中的絹帛金銀，全是枯草及死人骨蛇魅等

所幻化成的，在痛失親人之餘，發現自己竟被魅惑，這傷害將會有多大。

9由此可知，這些非人之物害人之深，使得當時人人心生厭憎。 

此為唐前小說作家對非人之物的看法，但到了唐代，小說作家雖延續

前代的創作題材，同樣在作品中創造「非人之物」的女性，但他們對這些

婦女描寫的觀點已和前代不同，唐代作家筆下的幻化婦女，除了她們的原

始身分屬「非人」之外，她們的思想、情感與一般人無異，且少帶有其特

殊身分的特性。如：王度〈古鏡記〉中的狐女鸚鵡，她和一般女子並無二

致，只因為被王度的古鏡照到，才暴露了身分，如果不是這樣，她只是一

位命運坎坷的女子，因為幻化變形被華山府君追捕，便逃向人間，成為下

邽陳思恭的義女，嫁同鄉柴華為妻，後因夫婦不諧離家，被李無傲脅迫同

行數年，直至程雄家為婢才安定下來，沒料到會被古鏡所照，對於這樣不

順遂的遭遇，鸚鵡卻是坦然面對人生的終途。10 

另一位狐女任氏，她本來遊戲人間，追求一時的情愛，當真實身分被

識穿後，便再追逐下一個目標，毫不戀棧。但她遇到鄭六後，一切全都改

變了。初識鄭六時，她和鄭六調情： 

  鄭子戲之曰：「美艷若此，而徒行，何也？」白衣笑曰：「有乘不解

相假，不徒行何為？」鄭子曰：「劣乘不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

                                                 
9《幽明錄》，見《漢魏六朝筆記小說大觀》，頁 715-716。 
10《全唐小說》，王度〈古鏡記〉，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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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11 

二人問答間，鄭子「好酒色」之性情具體呈現。任氏亦於言談中表現出輕

佻的性格，進而邀之同宿乃合情合理的事。但當任氏知道鄭六明白自己是

狐狸，與鄭六的再次相遇，她表現出羞愧逃避的神態，因鄭六不在意她的

身分，發誓絕不棄置任氏，她便一改以往的遊戲心態，心中只認定鄭六，

開始為兩人的未來打算，她和鄭六租屋而居，凡事都為鄭六打算。 

因為她心中只有鄭六，所以在面對鄭六好友韋崟的強暴時，能竭力抗

拒，並獲得韋崟的敬重。任氏為報答韋崟對她的厚愛，便為他設計獲得張

十五娘與寵奴二女，直至韋崟厭煩為止。任氏心中只有對鄭六的情愛，及

對韋崟的感激之情，除對他們二人之外，其餘人事皆可設計、皆能利用。

沈既濟刻畫任氏的性格極富人情化、人性化。 

《搜神記》卷十二〈五氣變化〉云：「千歲之狐，起為美女」12卷十八

引《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阿紫，化而為狐。故其

怪多自稱阿紫。」這是唐代之前對狐狸的普遍看法，鸚鵡和任氏她們和唐

前小說的狐女相比差異很大，單就行事作為而言，任氏和鸚鵡可說是真正

的人。小說中與鸚鵡、任氏同屬非人之物所幻化的女子，尚有〈柳毅傳〉

中的龍女及〈孫恪〉中的袁氏等人，從她們的語言和行動所顯示的性格，

又個個不同。龍女憂鬱中包含豐富的情感，看似柔弱卻具有堅強的定見；

袁氏辨慧多能中含藏著剛毅果決。唐代小說作家處理人物，已開始注意角

色之身分、學識、生活習慣等因素，在口吻、神氣上模仿真實人物，使人

物的刻畫更深刻立體化，13所以小說中非人之物所化成的女子，她們依著

人物身分的不同，遭遇的不同，便自然表露出屬於她們自身的那份人情來。 

                                                 
11 《全唐小說》，沈既濟〈任氏傳〉，頁 43。 
12 干寶《搜神記》卷十二〈五氣變化〉，見《漢魏六朝筆記小說大觀》，頁 369。 
13 參見吳季霏：〈唐人小說之創作方法及特色〉，《古今藝文》第 27卷第 2期（2001 年 2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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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性化描寫 

    唐前小說最初寫成的動機，是基於搜佚好奇的心理，其價值在於補史

之不足，或宣揚神道佛理。14因此大多篇幅短小，缺少描述性的情節，只

要求所傳錄的故事是能達到「奇」的效果；至於場景如何安排、人情如何

流露、人物性格如何展現，並非考慮的重點，更不必多所著墨。這是唐前

小說的特質之一，但有少數佳構對於人物性格的描寫已有所注重，成為唐

前與唐代小說之間過渡的橋樑。 

《搜神記．李寄》卷十九載少女李寄斬蛇的故事。東越庸嶺有條七八

丈長的大蛇，都尉和長吏圍捕行動失敗，多有死傷。後蛇托夢，要求吃十

二、三歲的童女，才不降禍縣民。多年後，已有九女命喪蛇口。將樂縣李

誕家小女李寄，自動應募，以賣己錢供養父母。李寄的行為並不是去送死

而已，她在事前詳加謀畫，預先推演情況，準備好劍、咋舌犬、米餈等物

品。以米餈引蛇出洞後，便放咋蛇犬嚙蛇，自己隨後再以劍砍斫巨蛇，使

其重創而死。故事讚美了李寄的孝順，殺蛇行動的縝密籌畫，及她為鄉里

除去大害的勇敢行為，塑造出李寄有勇有謀的形象。15 

〈韓憑妻〉則是一動人的愛情故事，韓憑妻何氏，因貌美被宋康王所

奪。她私下寫信給韓憑：「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傾訴深情

與思念，準備以死殉情。韓憑得信後，不久自殺。而何氏亦「陰腐其衣」，

投臺自盡，留下遺書：「王利其生，妾利其死。」把死亡當成解脫的方法，

登臺前「陰腐其衣」的行為表示其死意堅決，何氏在遺書中表示，希望康

王能讓其與韓憑合葬，但怨怒的康王偏使兩冢相望。何氏和韓憑的深摯愛

情感動天地，一晚二冢側便長出大梓木，十天後梓木屈體相就，枝、根交

錯。16何氏的形象是深情的女子，為了愛情不願也不會屈服在權勢下，可

                                                 
14 參見《搜神記》〈序〉，見《漢魏六朝筆記小說大觀》，頁 277。 
15《搜神記》卷十九〈李寄〉，見《漢魏六朝筆記小說大觀》，頁 425。 
16《搜神記》卷十一〈韓憑妻〉，見《漢魏六朝筆記小說大觀》，頁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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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的是她只能採取自殘的方式成全自己的愛情。 

〈兒化水〉、〈石氏女〉這二則故事也是在歌詠愛情的力量。太守史滿

之女喜歡門下書佐，竟喝下他盥手殘水，因此懷孕，她對書佐的深情與水

結合，化為一小兒，當小兒牽引二人的姻緣，便化為水消失。17石氏女對

龐阿一見鍾情，因思念他，魂魄一再地跟隨在龐阿身邊，石父後亦知道女

兒喜歡龐阿，但龐阿已有妻，石氏女因此立誓不嫁，後阿妻過世，阿便娶

石氏女為妻。18石氏女對龐阿癡戀，形體雖不能在阿身邊，但魂魄不自覺

隨侍龐阿左右，這份癡心和史滿女相同，幸而兩人都能得償所願，和意中

人在一起。 

這幾篇作品中的人物雖具個性化的描寫，如李寄處事的智慧果敢；何

氏為成就愛情的義無反顧；史滿女、石氏女對愛情的癡迷忘己，只描畫出

單一側面，個性不夠鮮明，形象不夠豐滿。在故事中，未曾見到符合人物

身分、性格的口吻、樣貌。在唐代小說中，人物大多具有豐滿的形象，神

態、口吻無不畢肖其身分。如〈霍小玉傳〉的媒人鮑十一娘與李益的對話： 

  李方閑居舍之南亭。申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

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來？」鮑笑曰：「蘇姑子作

好夢也未？有一仙人，謫在下界，不邀財貨，但慕風流。如此色目，

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神飛體輕，引鮑手且謝曰：「一生

作奴，死亦不憚。」19 

鮑十一娘在調笑間，言詞流露出與身分恰合的詼諧誇張；而李益則具當代

士子浮華輕薄的氣息。 

    唐人的性格描寫主要是描寫人物鮮明的個性特徵，做到人物形象的生

動飽滿。成功的個性化描寫的例證很多。如〈李娃傳〉：李娃作為妓女的

                                                 
17《搜神記》卷十一〈兒化水〉，見《漢魏六朝筆記小說大觀》，頁 366。 
18《幽明錄》，見《漢魏六朝筆記小說大觀》，頁 734。 
19《全唐小說》，蔣防〈霍小玉傳〉，頁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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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媚狡黠而又善良鍾情，胸懷坦誠，極有主見。如〈虬髯客〉：紅拂妓張

氏的機敏和富於識見。如〈任氏傳〉：任氏作為狐狸精的媚暱和作為人妾

的堅貞。如〈霍小玉傳〉：小玉的溫柔細婉、憂鬱深沈而又剛烈，甚至還

有鮑十一娘的幽默和世故。這些性格既體現著不同人物的身分、地位、教

養、思想，又充分表現出各自獨特的氣質、稟性，因而特徵顯明，而且表

現出性格的豐富性、複雜性來。小說作家對性格的描寫方法，主要是通過

故事中人物的行為、言語、動作以及細節、心理的描寫來突出人物的個性

特徵。 

唐代小說作者，善於觀察各類型人物，並能揣摩其言談舉止，達到維

妙維肖地步。〈霍小玉傳〉、〈李娃傳〉這二篇故事中女主角身分同為娼妓，

但二人的出身、個性截然不同。霍小玉本為霍王小女，因母親身分為婢女，

在霍王死後，只能分得些資財被遣居在外。霍小玉「高情逸態，事事過人，

音樂詩書，無不通解」，身負不凡的資質與才華，便希望找到格調相稱的

男子匹配，後來遇到李益。兩人雖然情感綢繆，但小玉身為娼家的身分，

她知道兩人難有結果，她很清楚，李益家有嚴母，一定會為李益謀求良配。

李益一再對她信誓旦旦，表示情感絕不會改變，這時，小玉心中滿是情人

對她的不變誓言，這時的小玉是天真的，愛情蒙蔽了理智。等到李益離開

後，未照約定的誓言來迎接小玉，小玉依舊癡癡苦候，為了一心等待李益，

小玉典賣家產度日；為了得到久候不至的訊息，遍訪卜筮，積極探訪李益

的消息，但終究音訊全無。小玉心中「懷愛抱恨」，最後導致相思成疾，

纏綿病榻。 

作者刻畫小玉的癡情的等待，內心的反覆焦慮，把一位女子為情所困

的神態纖毫畢現。最後霍小玉終於等到李益，但得到的卻是令她心碎的消

息：李益已別娶，且蓄意躲著小玉。終究小玉見到了李益，那時的她生命

即將燈枯油盡，對於李益她是用盡生命怨怒著他。在〈霍小玉傳〉中，小

玉有多種形象：初會李益時的嬌俏豔麗，無愁無憂；和李益相愛後，既甜

蜜又時懷憂慮的反覆無定；李益爽約後，到處尋求，相思成疾的悲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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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真相後，再見李益時的憤恨決裂。這都是小玉，她的情感又深沈又濃烈。

霍小玉性格特徵上有兩個最重要的特點：一是對愛情的忠貞不渝，一是實

現自己的生活願望所具有的剛烈堅韌。和史滿女與石氏女相比，霍小玉感

情的強度就像熊熊的火焰一般，將自己燃燒殆盡。 

如果說霍小玉的情感是奔騰的急流，而李娃就是沈靜的深淵。〈李娃

傳〉中，李娃初見滎陽生就有好感，滎陽生「累眄於娃，娃回眸凝睇，情

甚相慕」，當滎陽生資財蕩盡時，僅有李娃對他情意彌篤，這時李娃和娃

母已在暗中計畫要離開滎陽生，而且李娃是這計畫的籌畫者也是執行者。

當滎陽生迭經苦難，再和李娃相逢時，已非昔日氣宇軒昂的翩翩公子，而

是枯瘠疥癘，殆非人狀的乞食兒。此時的李娃選擇要救助滎陽生，復其本

相。這時，最大的阻礙者為娃母，李娃毅然用二十年衣食之費為自己贖身，

竭盡心思照顧滎陽生，花費一年時間使他身體恢復康健，之後，陪他苦讀

三年獲取功名，授成都府參軍。滎陽生榮顯後，李娃並不戀棧情愛，選擇

功成身退。 

李娃對滎陽生始棄之，終復之。前後行為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在於

李娃自知自己是娼家，而滎陽生卻是門第清華的甲族，就算兩情相悅，他

們之間永遠都存在著無法跨越的身分鴻溝。李娃很理智認清現實，所以當

滎陽生床頭金盡時，她採取對待一般客人的方式，和滎陽生劃清界限，和

娃母串謀棄生離去。李娃是明智的，身為娼女的她做了當時最佳的選擇。

但當她看到落難至極的滎陽生時，她的情感和良知如錢塘潮急湧而上，情

感上，她心中充滿對滎陽生的不捨與憐惜；良知上，她認為自己毀壞一個

有為人才的大好前途。為了彌補自己的虧欠，她對滎陽生亦母亦師亦友，

呵護他、激勵他、警惕他，不僅讓滎陽生享有本來的榮寵，更為他找回消

逝的父子至情。 

霍小玉和李娃都是極具生命活力的人物，她們在故事中悲笑嘻罵，真

實呈現出她們的性格。她們的形象是立體的，富有獨特的性格。而謝小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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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具特殊的人格特質，即堅心孤志，一往無悔的精神。謝小娥慘遭滅門之

禍，家人僮僕全部被殺只有她身受重傷僥倖活了下來，等到傷勢痊癒後，

她心中唯有替父親、丈夫報仇的想法，這個念頭成為她生命的意義，支持

著她孤獨地走向尋仇之旅。她沒有女俠飛簷走壁的本領，她有的只是為復

夫、父仇冤的強烈志向、堅韌不拔的毅力、機智果敢的品行以及手刃仇人

的壯烈之舉。 

崔鶯鶯是一個具有獨特性格的典型人物。她完全不同於被拋棄後飲恨

而終、仍然燃燒著復仇火焰的霍小玉，而是一個出身上流社會的少女。她

先是通過內心重重矛盾掙扎，勇敢地衝破了傳統禮教的桎梏。在最終被一

個負情薄倖的人拋棄後，又根據自己的生活態度和思想原則，理性地處理

著所發生的一切，達到了某種道德精神的完美。 

影響崔鶯鶯性格發展的主要因素是她的出身，她貴為相國之女在當時

的社會環境中所接受的教育。她從小接受兩種既相融又相斥的文化思想：

一種是自《詩經》以來詩歌辭賦對她的塑造薰染，一種是傳統禮教對她思

想行為的規範。從小說的描寫可以看出，鶯鶯實際是一個具有詩人氣質的

少女；而其端莊的舉止，矜持深沈的性格，沈默少言的大家風範，毫無疑

問應歸於傳統禮教思想對她的陶鑄。前者予其以火熱的激情，衝動而難以

抑止的青春的躁動；後者予其以冷靜的思考，理智的退縮。其性格特點，

正如紅娘所評價的：「崔之貞慎自保，雖所尊不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媒，

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沈吟章句，怨慕者久之。」20正因為其善屬

文，面對「性溫茂，美風容」的張生時，自然會萌發出美好的愛戀情感，

對張生的投詩追求，自然鼓起了回詩約會的勇氣；但當張生真的來到面前

時，其固有的禮教思想又促使她採取違反初衷的行動，大斥張生「非禮之

動」，使張生絕望而去。21 

鶯鶯的性格是矛盾複雜的：既是青春躁動而又恪守閨禮。鶯鶯平日自

                                                 
20 《全唐小說》，元稹〈鶯鶯傳〉，頁 113。 
21 王增斌、田同旭：《中國古代小說通論綜解》（北京：中國文聯出版公司，1998 年），頁 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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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防範甚嚴，所以當對愛情的渴求終於突破「貞慎自保」的界限後，又自

矜自悔，於是對張生的態度漸趨冷淡，矜悔之後又難耐對張生的感情，便

又表現出深情的情態，鶯鶯的冷熱不定，使得張生不敢肯定鶯鶯對他的情

感，鶯鶯自己種下被棄之因。情和禮的矛盾，既反映出大家閨秀所特有的

思想行為方式，而又具有崔鶯鶯自己獨特的矜持、內向、深沈和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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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詩意化的創造 

唐代小說的作者都是有名的詩人、進士，如：張鷟、元稹、白行簡、

沈既濟、沈亞之、蔣防⋯⋯等人，所以能夠運用詩情詩筆寫小說，使小說

富有詩情和詩的神韻。而詩的情韻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常在敘事中插入

詩歌以表達感情。作家們寫男女主角的戀情，不用當面贈答，而是傳遞書

柬，以詩表白心跡。〈鶯鶯傳〉裡張生與鶯鶯、〈飛煙傳〉裡趙象和步飛煙

均是通過詩篇傳情的。而〈李章武傳〉中寫到李章武與王氏子婦再別時兩

人賦詩贈答，那四首詩淒艷悱惻，表達了離愁別怨。詩的加入，不僅增強

了小說的抒情性，並且亦彰顯了小說的文體美。22唐代小說具「詩筆」的

特質，23所謂「詩筆」，不是指逞才露己無意義地在作品中插入詩歌，而是

指作品的詩意化，在作品中創造情緒和意境。通過人物自題自吟或贈答酬

對，抒寫人物的情緒，或有意識創造抒情氛圍乃至意境，造成小說詩意化

的特徵。 

一、詩歌向小說滲透 

唐代詩歌藝術盛行是造成小說詩意化的主因。唐代是中國詩歌的黃金

時代，上自帝王將相，下自庶民百姓，人人愛詩，人人習詩。把作詩視作

生活的主要內容，作為才能學問的直接象徵，通過投贈詩文而求取官職，

以致成為一種社會風氣的，也只有唐代。「敏捷詩千首」（杜甫〈不見〉）

的李白，使得唐玄宗降輦步迎，御手調羹。白居易的詩才，贏得唐宣宗的

深情讚嘆：「文章已滿行人耳，一度思卿一愴然。」（〈弔白居易〉）杜甫在

晚年窮困潦倒時，還津津樂道：「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

賢學士如堵牆，觀我落筆中書堂。」（〈莫相疑行〉）。王之渙、王昌齡和高

                                                 
22 謝昭新：〈老舍與唐代小說小說〉，《安徽師範大學學報》第 27卷第 2期（1999 年 5月），頁
129。 
23 宋．趙彥衛認為唐代小說「文備眾體，可以見史才、詩筆、議論。」見宋．趙彥衛：《雲麓漫

鈔》卷第八（北京：中華書局，1998 年 2刷），頁 135。 



 93

適在旗亭畫壁，以歌女吟唱誰的詩多寡以較勝負的故事，24說明詩歌在當

時社會得到空前普及，當時文人不僅以作品廣為流傳為榮，並把作品流傳

的程度視為評判詩才高下的重要指標。 

唐代近三百年，歌詩五萬餘篇，作者三千餘人。25詩人眾多，詩作繁

富，為歷朝所罕見。《全唐詩》的編纂凡例是：次序上以諸帝為首，次為

后妃，再次為宗室諸王，最後是公主宮嬪，略依唐史序例。這樣的編排方

式透露出：唐代詩歌的興盛與帝王的倡導和身體力行有直接關聯。中國人

有「唯上」是聽的傳統，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細腰，宮

中多餓死」說的都是相同的道理。唐朝皇帝重視和倡導詩歌創作主要表現

在三方面： 

（一） 親自作詩 

唐代開國皇帝唐太宗李世民在〈帝京篇十首〉序中說：「予以萬幾之

暇，遊息藝文。」在《全唐詩》中留下了八十七題九十九首詩，是唐代帝

王中詩作最豐的，他藉詩歌抒懷，還將詩歌作為禮物，賜給蕭瑀、房玄齡、

魏徵等重臣。 

〈賜蕭瑀〉詩云： 

疾風知勁草，板蕩識誠臣。勇夫安識義，智者必懷仁。 

〈賜房玄齡〉詩云： 

太液仙舟迥，西園隱上才。未曉征車度，雞鳴關早開。 

〈賜魏徵詩〉詩云： 

醽醁勝蘭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不醒，十年味不敗。 

〈賜蕭瑀〉詩中，太宗稱揚蕭瑀的堅貞。蕭瑀為昭明太子蕭統曾孫，曾事

                                                 
24《全唐小說》，薛用弱《集異記》卷二，頁 625-626。 
25 參見袁閭琨主編：《全唐詩廣選新注集評》（瀋陽：遼寧人民出版社，1999 年 4刷），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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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後攜眾歸唐。太宗時為朝中重臣，直言切諫，深受太宗倚重。〈賜房

玄齡〉一詩，太宗採反面寫法肯定房玄齡為國之良相，不好逸樂，積極為

國招攬賢才。在〈賜魏徵詩〉中，太宗稱讚魏徵善於釀酒，所釀之酒勝過

漢武帝、隋煬帝時的名酒，世所罕有。 

    唐明皇本質上比唐代任何一位皇帝都更像是一位詩人。道教家司馬承

禎辭朝歸山時，明皇作詩以贈（〈王屋山送道士司馬承禎還天台〉），州牧

上任、大臣出使了，明皇送的也是詩。崔日知赴潞州、康昭遠任忠州太守、

李邕任華州刺史、張說巡邊，行前都曾享受過明皇贈詩之榮。他還作了一

首讓全國刺史人手一份的詩〈賜諸州刺史以題座右〉，其中說： 

賢能既俟進，黎獻實佇康。視人當如子，愛人亦如傷。講學試誦論，

阡陌勸耕桑。虛譽不可飾，清知不可忘。求名跡易見，安貞德自彰。

訟獄必以情，教民貴有常。恤惸且存老，撫弱復綏強。勉哉各祗命，

知予眷萬方。 

他訓誨刺史們：為官當舉賢用能，愛民如子，要重視教育，獎勵農業，務

實清廉，判決訟獄要合情合理。遠在京城的我，會用關愛的心情殷切的目

光注視著你們，眷念著天下子民。嚴肅平板的政治訓令用深情的詩歌語言

道出。 

天寶十四年，安祿山在河北發動叛亂，明皇不得不倉惶奔向險峻的蜀

道，途中有〈幸蜀西至劍門〉詩。明皇在蜀時皇位已被太子李亨取代。回

到長安後，以太上皇身分被安置在興慶宮。他的親信高力士則被流放巫

州，陳玄禮被勒令退休。明皇成了真正的孤家寡人。當年為帝，也曾到興

慶宮遊玩，有詩〈遊興慶宮作〉為證：  

代邸青門右，離宮紫陌陲。庭如過沛日，水若渡江時。綺觀連雞岫，

朱樓接雁池。從來敦棣萼，今此茂荊枝。萬葉傳餘慶，千年志不移。

憑軒聊屬目，輕輦共追隨。務本方崇訓，相輝保羽儀。時康俗易漸，

德薄政難施。鼓吹迎飛蓋，弦歌送羽卮。所希覃率土，孝弟一同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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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皇和諸王間感情甚篤，常聯袂出遊，這次與諸王同遊興慶宮，藉詩闡述

友于之間的深情。而今興慶宮卻成了他的幽禁地。回想當年隨心所欲的生

活，明皇感到他變成了任人支配的木偶，於是作〈傀儡吟〉以寄慨，詩云：

「刻木牽絲作老翁，雞皮鶴髮與真同。須臾弄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

盛時賦詩，衰時亦賦詩，一樣賦詩，兩種心情。此外，高宗、中宗、肅宗、

德宗、文宗、宣宗及昭宗等，也都有詩作，均收入《全唐詩》中。他們的

詩數量雖不多，但對詩歌普及產生的影響卻是不容忽視的。 

（二） 帝王每有詩作，常令臣子唱和 

〈玄武門宴群臣〉、〈於太原召侍臣賜宴守歲〉等詩的篇名就表明：太

宗皇帝在與侍臣宴會時常詩興大發。他在貞觀五年作的〈兩儀殿賦柏梁體〉

就是和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共同完成的聯句詩。單就影響來說，這些詩

就有其意義在，皇上作詩，群臣必和，這就是宮廷文臣多有奉和應制之作

的緣故。為了使詞藻漂亮，典故貼切，文臣們必須要在平時磨鍊詩才，以

應皇帝的不時召宴吟詩。這就對寫詩風氣的形成和興盛產生直接推動的作

用。此外，太宗還設立文學、弘文兩館，專門用來招攬文人學士。唐太宗

為後來君王樹立起了愛詩、愛詩人的榜樣。曾為太宗才人、後來成為中國

歷史唯一的女皇帝武則天繼承了太宗的傳統。雖然她只留下了四十七首詩

歌，但她愛詩和愛詩人的事卻無可置疑。唐代唯一一次詩歌錦袍賽就是她

實施的。26 

唐中宗也學太宗和群臣聯句的作風，有〈十月誕辰內殿宴群臣效柏梁

體聯句〉和〈景龍四年正月移仗蓬萊宮御大明殿會吐番騎馬之戲因重為柏

梁體聯句〉。中宗在景龍三年〈九月九日幸臨渭亭登高得秋字序〉中說：「人

題四韻，同賦五言，其最後成，罰之引滿。」皇帝這時和詩人們一樣，抽

籤分配詩韻，後成者罰。中宗是唐代皇帝中最熱衷舉行詩賦唱和活動，共

                                                 
26《全唐小說》，胡璩《譚賓錄．天后》，頁 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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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行三十六次之多。27 

（三） 重視並獎勵詩人 

中唐以後，帝王不論會不會作詩，都是級別不等的詩迷。王維的弟弟

王縉是代宗朝的宰相。王維死後，代宗對王縉說：「卿之伯氏，天寶中詩

名冠代，朕嘗於諸王座聞其樂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進來。」王縉回答

說原有作品百千餘篇，天寶事後絕大部分都散失了，從家中及親朋好友處

搜到的只有四百餘篇。王縉第二天就全都奉上，代宗特地褒揚了王縉，事

載《舊唐書．王維傳》。28《本事詩．情感第一》載：生活在唐德宗時代的

詩人韓翃有〈寒食〉詩云：「春城無處不飛花，寒食東風御柳斜。日暮漢

宮傳蠟燭，輕煙散入五侯家。」當時朝廷正有個知制誥的空缺職位，中書

省接連推薦了好幾個人，德宗都不滿意。最後唐德宗自己決定人選，御批

曰：「與韓翃。」當時朝廷上有兩位韓翃，宰相問是那個韓翃。唐德宗寫

下〈寒食〉詩後批道：「與此韓翃。」29 

而唐文宗特別喜愛盧綸的詩作，於是派人到盧綸家中查尋，得詩五百

多首。事載《新唐書．盧綸傳》。30會昌六年，白居易病逝。不少詩人用詩

哀悼這位以詩名世的一代詩壇宗師。其中要屬宣宗的〈弔白居易〉最為出

色：「綴玉聯珠六十年，誰教冥路作詩仙。浮雲不繫名居易，造化無為字

樂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行人耳，一度思卿一

愴然。」對白居易稱頌之高、評價之當，在當時真是無人能出其右。八句

寫盡了白居易一生的成就，也道盡了宣宗對白居易的景仰。 

唐代皇帝熱愛詩歌，甚至下令為詩人編纂詩集，如《唐音癸籤》載： 

唐人詩集，多出人主下詔編進。如王右丞、盧允言諸人之在朝籍者

無論，吳興晝公，乃釋子耳，亦下敕徵其詩集置延閣。更可異者，

                                                 
27 參見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二十七（台北：世界書局，1985 年 5版），頁 235。 
28 參見《舊唐書》，〈列傳第一百四十下．文苑下．王維〉，頁 5053。 
29《全唐小說》，孟棨《本事詩》，頁 1929。 
30 參見《新唐書》，〈列傳第一百二十八．文藝下．盧綸〉，頁 5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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駱賓王、上官婉兒，身既見法，仍詔撰其集傳後，命大臣作序，不

泯其名。重詩人如此，詩道安得不昌？31 

所以唐代詩人的詩集，大多是由皇帝下詔編輯。不僅在朝為官者如王維、

盧綸等人如此，連吳興僧人皎然，也由唐德宗於貞元八年下敕徵其詩集置

於延閣。此外，連具罪犯身分的駱賓王、上官婉兒等人的詩作，亦受皇帝

看重，不只下詔纂集，而且還命令大臣為之作序。 

在帝王的提倡及身體力行的推動下，唐人對詩的鍾愛到了無以復加的

地步，社會崇尚詩文、敬重詩人的風氣都很盛行。以白居易的詩歌為例，

他的作品就廣泛深入人心。白居易在〈與元九書〉中說： 

  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里，凡鄉校、佛寺、逆旅、行舟之中，往

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女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32 

這些話道出白居易的作品在當時風行的情況，幾乎人人皆讀白詩，處處都

看得到其作品。甚至有娼妓會吟誦白居易的〈長恨歌〉，因此身價大漲。33

而詩名滿天下的白居易更是親身體會到詩名的實用價值。據《雲仙雜記》

載：「長安冰雪，至夏月則價等金璧。白少傅詩名動於閭閻，每需冰雪，

論筐取之，不復償價，日日如是。」，34長安的夏天天氣酷熱，長安人便使

用冰雪來降溫。由於沒有製冰設備，冰雪便物以稀為貴，與黃金、碧玉價

格相同。但詩人白居易因為詩名動天下，就能白拿這些昂貴的冰雪，而且

是論筐大量地拿取，一文錢都不用付，連唯利是圖的商賈都認為詩比黃金

具有價值，由此更可看出唐人對詩歌的喜愛。 

而《雲溪友議》另載有一則殺人越貨的盜賊對詩人禮遇的故事：中唐

時期，太學博士李涉到九江看望弟弟。船行至浣口之西，忽然吹起大風，

隨風突然出現一條大船，船上數十人都拿著槍、棒等武器，向李涉行搶。

                                                 
31 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台北：世界書局，1985 年 5版），頁 236-237。 
32 唐．白居易：《白氏長慶集》（台北：藝文印書館，1981 年），頁 1100。 
33 同註 256。 
34《全唐小說》，馮鷙《雲仙雜記．冰雪至夏價等金璧》，頁 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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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涉的隨從回答說：「是李博士的船。」強盜首領說：「要真是李涉博士，

我們不搶他的金帛。我們早已聽說過李博士的詩名，只希望李博士為我們

留下詩一首，這比金帛寶貴的多。」李涉無奈，只得作一首買路詩，題目

是〈贈豪客〉，35詩云：「春雨蕭蕭江上村，綠林豪客夜知聞。他時不用相

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盜賊聽後，真的不加掠奪，還喜孜孜地給李涉

奉上酒食。由此事，足見社會對詩和詩人的普遍尊崇。36 

除盜賊外，連藩鎮武人都會對詩人加以禮遇，如《本事詩．情感第一》

載： 

河北朱滔括兵，不擇士族，悉令赴軍，自閱於毬場，有士子容止可

觀，進趨淹雅。滔自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為詩。」問：

「有妻否？」曰：「有。」即令作寄內詩，援筆立成。詞曰：「握筆

題詩易，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雁門寒。瘦盡寬衣帶，啼

多漬枕檀。試留青黛著，迴日畫眉看。」又令代妻作詩答曰：「蓬

鬢荊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不

歸。」滔遺以束帛，放歸。37 

士人藉詩歌表達自己習慣提筆為詩，至於荷戈征戍則是件艱難的差事，詩

中並表露和妻子間的深情。這兩首詩情深深撼動朱滔，他除了讓士子歸鄉

外，還贈送士子束帛。 

    由於唐代社會對詩歌的高度重視，村學也有以當代著名詩人的作品為

教材。元稹任浙東觀察使，就曾親眼在平水市「見村校諸童，競習詩，召

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樂天、微之詩』」（元稹〈白氏長慶集序〉），38

可知白居易、元稹的詩歌在當時就已傳到鄉下並被當作學童的教材，而詩

                                                 
35《全唐詩》亦錄此詩，不過詩的題目為「井欄砂宿遇夜客」，詩序：「涉嘗過九江，至皖口，遇

盜，問何人，從者曰：李博士也。其豪首曰：若是李涉博士，不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一篇足

矣，涉遂贈詩云云。」內容和《雲溪友議》記載相類。 
36《全唐小說》，范攄《雲溪友議》，頁 2059。 
37《全唐小說》，孟棨《本事詩．情感第一》，頁 1926。 
38 唐．白居易：《白氏長慶集》（台北：藝文印書館，1981 年），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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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教育的普及為造就詩人和社會接受詩歌的風氣的確產生很重要的影響。 

唐代以前，作詩幾乎是文人騷客的專利。唐代的詩歌作者則來自社會

的各個角落。除了文人墨客外，帝王將相、道士佛徒、宮女妓女、商賈俠

客，各色人等，大都會吟詩、作詩。如《雲溪友議》載：胡生以洗鏡鉸釘

為業，外號「胡釘鉸」，是個不折不扣的工匠。因為他善於屬文作詩，所

以「太守名流，皆仰矚之」，《全唐詩》載有他的四首七絕：39 

   忽聞梅福來相訪，笑著荷衣出草堂。兒童不慣見車馬，走入蘆花深

處藏。〈喜韓少府見訪〉 

      日暮堂前花蕊嬌，爭拈小筆上床描。繡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鶯下

柳條。〈觀鄭州崔郎中諸妓繡樣〉 

   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莓苔草映身。路人借問遙招手，怕得魚驚不

應人。〈小兒垂釣〉 

   胡風似劍鎪人骨，漢月如鉤釣胃腸。魂夢不知身在路，夜來猶自到

昭陽。〈王昭君〉 

胡生的詩作除〈王昭君〉外，皆是貼近生活的作品，將小兒怕見生人的嬌

態、諸妓繡工的精巧和小兒垂釣的實景，運用清新自然的語句靈動地呈

現。在唐代，只要詩作得好，不論是怎樣的身分，都能獲得時人的敬重。 

唐人的生活，無時無刻充滿著詩。他們以詩代信、40以詩寫讀後感，

如〈讀張籍古樂府〉、41〈讀老子〉、42〈讀漢書〉。43還有人直接拿對方的詩

                                                 
39《雲溪友議》未載其名，只說主角是胡生，錄詩三首，缺〈王昭君〉，而《全唐詩》載其姓名

為胡令能，職業與小說記載相同。見《全唐小說》，范攄《雲溪友議》，頁 2057；與《全唐詩》，
引自故宮【寒泉】古典文獻全文檢索資料庫，網址：http://210.69.170.100/s25/ 
40 唐人流行以詩代書信，如：張九齡〈南還以詩代書贈京師舊僚〉、宋之問〈游陸渾南山自歇馬

嶺到楓香林以詩代書答李舍人適〉、李白〈以詩代書答元丹丘〉、高適〈酬裴員外以詩代書〉、獨

孤及〈下弋陽江舟中代書寄裴侍御〉、張說〈代書寄薛四〉及白居易〈問劉十九〉等詩作。 
41 白居易〈讀張籍古樂府〉：「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樂府詩，舉代少其倫。為詩意如

何，六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讀君學仙詩，可諷放佚君。讀君董公詩，可誨貪暴

臣。讀君商女詩，可感悍婦仁。讀君勤齊詩，可勸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理情

性，卷之善一身。始從青衿歲，迨此白髮新。日夜秉筆吟，心苦力亦勤。時無采詩官，委棄如泥



 100

開玩笑。如《本事詩．嘲戲》載：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誚。昌齡

曰：「某詩所以不及相公者，為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

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日逐人來。」味

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金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

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令威。」遂相與拊掌大笑。44 

詩人能隨手拈來對方的詩作為玩笑的材料，可見詩歌已融入他們生活之

中，成為不可分割的一部份，所以唐代文人的生活中都充溢著一種濃郁的

詩情詩意。唐代可說是詩的世界。在這詩的世界中，唐代文人以詩交友，

藉詩遣懷，或聯袂唱和，或對影獨歡，或用詩寫實，或拿詩干政，或是將

詩歌寫入資談助的小說中，塑造小說具詩意化的特質。通過詩，他們將俗

世生活昇華到審美的境地。 

                                                                                                                                            
塵。恐君百歲後，滅沒人不聞。願藏中秘書，百代不湮淪。願播內樂府，時得聞至尊。言者志苗，

行者文之根。所以讀君詩，亦知君為人。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賤貧。病眼街西住，無人行到門。」 
42 白居易〈讀老子〉：「言者不如知者默，此語吾聞於老君。若道老君是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 
43 白居易〈讀漢書〉：「禾黍與稂莠，雨來同日滋。桃李與荊棘，霜降同夜萎。草木既區別，榮

枯那等夷。茫茫天地意，無乃太無私。小人與君子，用置各有宜。奈何西漢末，忠邪並信之。不

然盡信忠，早絕邪臣窺。不然盡信邪，早使忠臣知。優游兩不斷，盛業日已衰。痛矣蕭京輩，終

令陷禍機。每讀元成紀，憤憤令人悲。寄言為國者，不得學天時。寄言為臣者，可以鑒於斯。」 
44《全唐小說》，孟棨《本事詩》，頁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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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說詩意化的表現方式 

唐代詩歌對小說的影響非常明顯，唐代小說的作者創作小說時大量插

入韻文與抒情化的語言，使小說更具藝術韻味和美感。小說詩意化的表現

方式，可分為：藉由作品中人物的自題自吟或贈答酬對，有意識創造抒情

氛圍乃至意境，直接描寫人物強烈的情感活動和以景寫情的方法。 

（一）作品中人物的自題自吟或贈答酬對 

唐代小說在描寫愛情的作品中，因為男女主角多半是才子和才女，並

且因為愛情本身就是詩，所以作家常通過小說中人物的詩歌來抒發男女主

角的情緒。不過抒發歡愉之情的詩作不多，大都是生離死別，相思傷感的

情調。許堯佐〈柳氏傳〉在韓翊、柳氏由於省家和兵荒馬亂造成長期分離

之後，安排了韓翊贈金題詩和柳氏答詩的情節，這兩首以柳為興，頗為流

傳的詩為： 

  章臺柳，章臺柳！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

人手。（韓翊） 

  楊柳枝，芳菲節，所恨年年贈離別。一葉隨風忽報秋，縱使君來豈

堪折！（柳氏）45 

把男方的相思和牽掛、女方的自悲自歎以一種婉曲含蓄的意象表達出來，

從而在作品中創造出哀怨悽惻的情致。 

李景亮〈李章武傳〉中李章武與王氏子婦的兩次分別（第二次是王氏

子婦的亡魂），李景亮以兩組贈答詩來抒寫離恨。第一組贈詩為： 

  鴛鴦綺，知結幾千絲？別後尋交頸，應傷未別時。（李章武） 

  捻指環相思，見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玩，循環無終極。（王氏子婦）

                                                 
45《全唐小說》，許堯佐〈柳氏傳〉，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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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第一次是生離，具有民歌風味，運用了諧音雙關手法的詩歌，造成宛轉纏

綿的情緒。 

第二組贈詩為李章武和王氏子婦已分別八、九年後再次相會，共度一

宵後又再分別之作，此時王氏子婦已為亡魂： 

      河漢已傾斜，神魂欲超越。願郎更回抱，終天從此決。（王氏子婦） 

      分從幽顯隔，豈謂有佳期。寧辭重重別，所嘆去何之。（李章武） 

      昔辭懷後會，今別便終天。新悲與舊恨，千古閉窮泉。（王氏子婦） 

      後期杳無約，前恨已相尋。別路無行信，何因得寄心？（李章武）

47 

倆人第二次分別為死別，四首詩盤回著「今別便終天」的哀音，與作品中

的依依道別、人去室空、寒燈半滅的描寫一起製造出濃烈的抒情氛圍。兩

次用詩，前後映襯，再加上故事末尾李章武賦詩，王氏空中歎惋，構成整

部作品貫通一氣的悲劇主調。與〈柳氏傳〉的局部抒情相比，詩意化程度

更高，感染力也更強。 

元稹〈鶯鶯傳〉中，鶯鶯寫給張生的三首詩句： 

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來。（〈明月三五

夜〉） 

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懶下床。不為旁人羞不起，為郎憔悴卻

羞郎。 

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來意，憐取眼前人。48 

                                                 
46《全唐小說》，李景亮〈李章武傳〉，頁 64。 
47《全唐小說》，李景亮〈李章武傳〉，頁 66。 
48《全唐小說》，元稹〈鶯鶯傳〉，頁 11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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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她對張生情意的轉折：「疑是玉人來」，點出對張生的傾心；「為郎憔

悴卻羞郎」，表久別後的思念；而「還將舊來意，憐取眼前人」詩句，顯

示鶯鶯溫柔敦厚的性格，雖然張生始亂終棄，她對張生依舊無怨。 

（二）有意識創造抒情氛圍乃至意境 

在唐代小說中，也有通篇就像一首美麗的詩的作品，沈亞之的〈湘中

怨辭〉即是詩化小說，這篇小說就是以寫離愁別怨而充滿著詩情詩意的。

汜人被鄭生收留家中，數年後汜人向鄭生忍痛訣別。但鄭生不能忘情，十

餘年後登岳陽樓，望湘水吟詩道：「情無垠兮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

生動地表現了鄭生思念汜人的無限深情。吟詩未終，洞庭湖有艘畫船浮漾

而來，船上一位女子極像汜人，含顰淒怨，舞而歌曰：「沂青山兮江之隅，

拖湘波兮裊綠裾，荷卷卷兮未舒，匪同歸兮將焉如！」舞畢，斂袖，翔然

凝望。瞬間風濤崩怒，畫船驟然消失，那悲切之聲猶在耳畔。這篇小說本

身就是一首美麗的詩。它寫汜人的離去與突然出現，驟然消失以及消失後

的歌聲與倩影永存鄭生心中。 

作者在這個人龍戀愛的「怪媚」故事中，簡化了情節，將抒情作為重

心。汜人的〈風光詞〉： 

隆佳秀兮昭盛時，播薰綠兮淑華歸。顧室荑與處萼兮，潛重房以飾

姿。見稚態之韶羞兮，蒙長靄以為幃。醉融光兮渺瀰，迷千里兮涵

煙眉。晨陶陶兮暮熙熙，舞嬌娜之穠條兮。騁盈盈以披遲，酡遊顏

兮倡蔓卉，縠流舊電兮石髮髓旎。49 

用華麗古幽的語言抒寫著充滿青春氣息的翩翩仙子的自由浪漫、天真快

樂。洞庭湖上汜人作歌，則是抒發別後相思，與鄭生的愁吟互相融鑄。再

加上汜人「翔然凝望」的情態描摩，「風濤崩怒」的景物描寫，創造出夢

幻般淒迷的意境，著意追求一種情致：對美的嚮往憧憬和美的飄忽感、空

                                                 
49《全唐小說》，沈亞之〈湘中怨辭〉，頁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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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感以及美得而復失的失落感、迷惘感。 

《傳奇‧孫恪》50、《河東記‧申屠澄》51兩篇小說描寫作了人妻、人

母的猿婦虎婦的人性和獸性的衝突，最後二人皆選擇回歸山林： 

剛被恩情役此心，無端變化幾湮沈；不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

霧深。（孫恪妻） 

琴瑟情雖重，山林志自深。常憂時節變，辜負百年心。（申屠澄妻） 

作者也用了濃重的抒情筆墨，透過詩歌把她們的本性復歸情緒，化為對自

然的渴求，反璞歸真中又飽含著人情的無限惆悵。 

（三）直接描寫人物強烈的情感活動和以景寫情 

創造詩意的方式不只是借助於詩歌，還有用直接描寫人物強烈情感活

動和以景寫情的方法，堪稱無詩之詩。如〈霍小玉傳〉在對女主角霍小玉

悲劇命運的展開中始終把握著她的情緒──憂慮、悵惘、愁怨、憤恨，全

部言行、舉止、情態都內化為感情活動，雖然全文未用一詩表達小說中人

物情感的轉折，但無疑是詩的情思。 

而〈鶯鶯傳〉的抒情性並不主要依賴於鶯鶯的三首詩，作家對鶯鶯悲

劇心理的細緻把握，造成低回委婉的哀怨情調，鶯鶯寫給張生的信，以半

駢半散的筆調，深刻地表現鶯鶯的內心世界，也增強了作品的悲劇氣氛。

更常見的情況是利用寫景烘托抒情氛圍，甚至形成意境。如〈長恨歌傳〉

藉春日、冬夜、夏蓮及秋槐四季景物的描寫，烘托出明皇內心的悲傷淒涼。

52 

    而〈秦夢記〉寫沈亞之夢入秦宮的經歷，53與秦王小女弄玉婚配，住

在「翠微宮」，當公主無疾而終後，沈亞之奉命放歸，行前回宮的情景就

                                                 
50《全唐小說》，裴鉶〈傳奇．孫恪〉，頁 1204-1206。 
51《全唐小說》，薛漁思〈河東記．申屠澄〉，頁 2535-2536。 
52《全唐小說》，陳鴻〈長恨歌傳〉，頁 104-106。 
53《全唐小說》，沈亞之〈秦夢記〉，頁 12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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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首美麗的抒情詩： 

      公復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見珠翠遺碎青階下，

窗紗檀點依然。 

在公主死後，沈亞之所作「泣葬一枝紅」的輓歌和「白楊風哭兮石甃髯莎」

的墓誌銘，分別以五言和騷體形式，用穠麗艷絕的詞藻，抒發悲悼的情懷。

沈亞之離開秦國之前作歌一首，題七絕一首： 

      擊體舞，恨滿煙光無處所。淚如雨，欲擬著辭不成語。金鳳銜紅舊

繡衣，幾度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樂，日暮東歸何處去？（〈歌〉） 

      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不復期。春景自傷秦喪主，落花如雨淚

燕脂。（〈詩〉） 

詩歌充滿迷離恍惚之思，傷感之情。這樣在作品後半部加上強烈的感情色

彩，產生了哀感穠麗的詩意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