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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借古諷今(借事諷諭)——時代控訴之載體 

 

胡震亨《唐音癸籤》云： 

 

别創時事新題，杜甫始之，元、白繼之……各自命篇名，以寓其諷刺之指，

於朝政民風多所關切，言者不為罪，而聞者可以戒。嗣後曹鄴、劉駕、聶

夷中、蘇拯、皮、陸之徒，相繼有作，風流益盛。其辭旨之含鬱委婉，雖

不必盡如杜陵之盡善無疵，然其得詩人詭諷之義則均焉。
673
 

 

藉詩文以諷喻時政，正是中國詩歌現實主義傳統的繼承，其淵源肇端於《詩經》、

漢樂府，發展於杜甫、元結、元稹、白居易，歷代承傳，諷詠不絕，至晚唐皮日

休、杜荀鶴、聶夷中、陸龜蒙、曹鄴、羅隱等，蔚為風潮，成為詩壇主流。此類

社會詩，往往在世衰亂危的環境中產生，反映政治，指出問題，敘人情，抒苦悶，

怨刺世道，悲憫人生，是以在晚唐離亂的時代成為獨樹一格的別調。 

杜宇神話的內蘊正好與諷諭詩的內容有某些契合處，《蜀王本紀》是最早記

載杜宇神話的文本，揚雄除了以蜀人身份記載蜀中掌故外，作為一個漢賦大家，

其創作立意似乎是有政治諷喻的意涵所在的。第一章所提，唐驥在〈略論兩漢雜

史雜傳體志怪小說〉一文認為其有儆誡帝王的用意在，李劍國於《唐前志怪小說

史》中亦認為禪讓二字是因忌諱王莽篡位有意作的改動，亦隱含有政治意味（論

文二十一頁）。如此看來，杜宇神話的記載一開始便有政治的指涉意義，加上故

事中「淫其相妻」的爭議，延伸出政治迫害之說，甚至在民間文學中發展出「杜

鵑傳說」，深化「民貴」的主題思想，政治意涵更濃。 

回到神話本身，諸多的元素均利於現實諷喻的揣想：杜宇的帝王身份即易

於標誌對象（君王或領導人物）的指涉，其讓位而失勢悔恨亦是歷史由盛而衰強

烈對比的同構基點；杜宇王朝的覆亡，開明王朝取而代之，成為朝代交替的典型

例子，杜宇於是被冠上亡國的符碼；人化為鳥、實化為虛的物化無常則是現實不

能掌控，徒嘆興悲的喻依載體；加上「不如歸去」的聽覺意涵與悲鳴淒涼的氛圍

往往恰如離亂時代人民心中的痛苦哀嚎。是以擅用杜宇神話以諷喻現實、控訴時

代成為唐代文人慣用的抒情範式。 

 

                                                      
673

 （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卷十五，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1482 冊，頁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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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盛唐 

 

     盛唐社會寫實風格的代表作家杜甫正是將杜宇神話作為諷諭詩之載體的第

一人，他將「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674

的政治理想體現在他的詩中，他的夔

州歲月使他熟悉四川的民俗傳說，杜宇的仁君形象無疑打動了他，杜宇的失勢懺

悔、故事結局的悽惋、君化為鳥的地位懸殊都成為他寫實詩的珍貴題材，作為諫

君諷臣的喻依。在意象上，他以帝王意象和含冤意象為主體，表現在下列四首詩

中： 

 

一、以帝王意象諷喻政治 

早在劉宋時期鮑照〈擬行路難〉：「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

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髠，飛走樹間啄蟲蟻」一段的點染，將杜宇失位前後

的形象做出強烈對比，杜鵑鳥遂逐漸衍化為失位帝王的象徵。
675

杜甫是此一神話

意象使用的高手，其〈杜鵑行〉：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

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羇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

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

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

676
 

 

據《資治通鑑‧唐紀》肅宗上元元年記載，玄宗喜歡興慶宮，自蜀中回長安後，

就居住在興慶宮內。宦官李輔國對肅宗說：「上皇（玄宗）居興慶宮，日與外人

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不安，

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以聞。」七月，李輔國便以肅宗的名義，逼迫玄宗遷居大

明宮，同時將高力士流放巫州，負責禁衛的大將軍陳玄禮也被免職，連玄宗妹妹

玉真公主亦被逼出居玉真觀。玄宗很不高興，因此不吃不喝，最後積怨成疾。
677

                                                      
674

 （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詮》（上）卷一之〈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里仁

書局，1981 年），頁 25。 
675

 黃珅：《杜甫心影錄》，（漢欣文化公司，1990 年），頁 138。 
676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二一九，頁 2303。 
677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新校資治通鑑注》卷二二一，（世界書局，1970 年），頁



218 

 

杜甫在上元元年（49 歲）秋天於成都作此詩
678

，詠物寫懷，其中更有此事的政治

寄託。首四句以杜鵑鳥寄巢生子的特性，暗指骨肉乖離、親情淡薄的父子關係。

再以「雖同君臣有舊禮」指玄宗移居大明宮時，數度差點從馬上摔下，高力士大

聲斥責李輔國不宜對玄宗無禮之事
679

；「骨肉滿眼身羇孤」則指玄宗親近遭黜流

放，雖然眼前盡是自己的骨肉至親，自己卻如隻身旅人般孤獨。「業工竄伏深樹

裏，四月五月偏號呼」隱射了玄宗失勢的悲痛嚎傷，其痛正如杜宇王被誣陷「淫

其相妻」的政治迫害一般。「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正說明了玄宗

和杜宇一樣的椎心之痛只能藉啼血哀鳴抒發。「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

愚」藉喻高力士、陳玄禮等玄宗親近被罷黜流放，玄宗因而抑鬱成疾；「發憤」、

「羞帶」將一個失位君王的窘迫、憤懣全盤托出
680

。杜甫最後以「蒼天變化誰料

得，萬事反覆何所無」凌空起慨，從玄宗個人遭遇，進而聯想到統治集團內部永

無止盡的爭鬥與人事的變化無常。面對世事無常的深切慨嘆，讓杜甫忍不住再言

「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以過去得勢時與當前的失意對比，其情

感衝突引發的悲劇張力更大。 

這種慨嘆明顯受了鮑照〈擬行路難〉中「飛走樹間啄蟲蟻，豈憶往日天子尊，

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的影響，兩人生發的感受是相同的。不

過鮑照只是單純的人生感懷，杜甫則是以當時複雜的歷史為背景，有著現實的關

懷與深刻的揭露，其內蘊是更為深沈含蓄的。 

杜甫受鮑照的影響是可以想見的，因為在西晉以後中斷的漢魏樂府寫實傳

統，到元嘉詩人鮑照出現時才又重現曙光。他的〈擬行路難〉十八首到所有的樂

府詩作，充滿鮮明的現實感，其寫實精神凌駕於西晉以下所有的同類詩作，而直

逼「漢魏風骨」，並且直接影響盛唐詩人的創作，他無疑是漢魏六朝詩之中具體

而微的「小杜甫」。甚至可以說，鮑照是漢魏之後，杜甫之前難得一見的寫實詩

人。
681

 

杜甫另有一首〈杜鵑〉，意蘊亦十分相似，其文如下：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南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我昔遊錦城，結廬

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

                                                                                                                                                        

7093～7096。 
678

 李辰冬：《杜甫作品繫年》，（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77 年），頁 62。 
679

 錢謙益：《杜詩箋注》，（世界書局，1998 年），頁 182。 
680

 黃珅：《杜甫心影錄》，頁 139。 
681

 呂正惠：《杜甫與六朝詩人》，（大安出版社，1989 年），頁 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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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喂其子，禮若奉至尊。

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

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

拜，淚下如迸泉。
682

 

 

此詩作於大曆元年寓居雲安（故城在今四川雲陽縣東北）之時，主要在指責當時

蜀中刺史，不知君臣之禮，連禽鳥都不如。
683

「有杜鵑」暗指仍尊君，如嚴武；

「無杜鵑」暗指有叛變之心，不懂君臣之禮，如段子璋、崔旰、楊子琳等。「杜

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以蜀民知杜鵑為杜宇王所

化，見之必拜，對君王的尊敬並不因其化為禽鳥而有改變。下引鴻雁、羔羊進一

步說明萬物均知這一忠君不貳的聖賢法則，唯獨萬物之靈的人類卻不知忠君，在

世俗名利的追逐下竟將仁義之禮拋諸腦後，怎不令人悲嘆哀傷呢？ 

 此詩藉杜宇神話諷刺現實政治的黑暗，杜鵑象徵的是君王，整首詩瀰漫在

對現實政治悲痛憤慨的情緒氛圍裡。杜鵑從神話的原型裡，在杜甫現實感懷的融

攝下作為君王的化身，更進一步在作者的敘事手法與現實場域的對照下，隱含對

君臣關係的諷刺。 

杜甫尚有〈虎牙行〉： 

 

秋風歘吸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顔色。洞庭揚波江漢迴，虎牙銅柱皆傾側。

巫峽隂岑朔漠氣，峰巒窈窕谿谷黑。杜鵑不來猿狖寒，山鬼幽憂雪霜逼。

楚老長嗟憶炎瘴，三尺角弓兩斛力。壁立石城横塞起，金錯旌竿滿雲直。

漁陽突騎獵青丘，犬戎鏁甲聞丹極。八荒十年防盜賊，征戍誅求寡妻哭，

逺客中宵淚霑臆。
684

 

 

虎牙在宜昌境內。此詩作於代宗大曆三年，杜甫五十七歲，離夔州東下，抵峽州。

詩人有感於寒風猛烈而作，並且抒發世亂民貧的感嘆。
685

首二句以寒風猛烈，天

地失色寫秋陰肅殺之氣，接著「洞庭揚波江漢回，虎牙銅柱皆傾側，巫峽陰岑朔

漠氣，峰巒窈窕谿谷黑」四句描寫戰事一起，城傾牆摧和戰場上幽寒死寂，讓人

                                                      
682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二二一，頁 2331。 
683

 錢謙益：《杜詩箋注》，頁 260。 
684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二二二，頁 2364。 
685

 （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華正書局，1978 年），頁 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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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凜的場景。「杜鵑不來猿狖寒，山鬼幽憂雪霜逼」字面上寫此處幽冷死寂，杜

鵑不來，唯有山鬼。此「杜鵑不來」大有暗諷君恩無法眷顧，朝廷不能協助的意

味，是以下文再鋪陳戰爭造成此地亂事不已，民貧可悲的景象。此詩中「杜鵑」

以帝王意象隱含著現實諷刺。 

 

二、以含冤意象反映現實 

杜甫〈客居〉：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蒼濤鬱飛飜。蔥青衆木梢，邪竪

雜石痕，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峽開四千里，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

居，相傷終兩存。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門，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

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我在路中央，生理

不得論，臥愁病脚廢，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鳳隨其皇

去，籬雀暮喧繁，覽物想故國，十年别荒邨。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

安得覆八溟，爲君洗乾坤。稷契易爲力，犬戎何足吞，儒生老無成，臣子

憂四番，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
686

 

 

此詩作於大曆元年（55 歲）在雲安時，
687

首四句點明居住的環境，「蔥青眾木梢，

邪竪雜石痕，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四句道出此地所見所聞。「峽開四千里，

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說明雲安特殊地勢，並以人虎暗指此地

官民，順逆雜處。「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指郭英乂被催旰所殺，導致蜀中

大亂。「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則指杜鴻漸為山

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平定蜀中之亂。詩的後半部則是杜

甫說明客居之愁，除了病身，思鄉，更想起大將被殺，心憂國事，期盼蜀亂早日

弭平，重見太平之日。
688

 

如此看來，此詩中「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二句含攝了下文的意義，「壯

士斂精魂」指被殺的大將，「子規晝夜啼」一則暗指大將之悲鳴有如杜宇愛民卻

仍冤死，一則子規的叫聲正是「覽物想故國，十年别荒邨」的伏筆，其催歸的啼

鳴聲引發離人遊子的思歸之情。是以此詩「子規」以其含冤意象融政治現實之可

                                                      
686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二二一，頁 2331。 
687

 李辰冬：《杜甫作品繫年》，頁 144。 
688

 （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華正出版社，1987 年），頁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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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國愁與思歸於一爐，其涵蓋的意象是相當豐富的。 

 

 

第二節   中唐 

 

中唐作家在創作上以盛唐詩人為典範，尤其是李白和杜甫等名家。回顧盛

唐，在此則神話典故的運用上，最善於在作品中提到「子規」、「杜鵑」的非李白

和杜甫莫屬了，這與他們倆人的人生經歷有著莫大的關係，一個是出蜀的文人，

一個是入蜀的墨客。而杜甫的現實主義精神對中唐文人有諸多啟發，尤其是元白

新樂府運動的支持者。 

杜宇神話原型本身所包含的政治現實意義恰與中唐元白新樂府的精神有契

合點，承繼杜甫現實精神的表現，白居易認為：「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

之際；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刺之間焉。」
689

「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

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
690

表達出詩歌「補

察時政」、「洩導人情」的功用。皮日休亦言：「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

於樂府雍容婉轉之詞，為之諷喻。」
691

也指出元、白繼承樂府「感於哀樂，緣事

而發」的諷喻精神。 

安史亂後，中央一蹶不振，接著發生的宦官專權、藩鎮跋扈、朋黨傾軋和邊

患四起，使得朝政日益腐敗，給人民帶來了莫大的苦難，這些征戰民貧的現實感

傷往往呈現在詩人的作品中，或悲憫或諷刺。承繼杜甫的現實精神，「杜鵑」意

象正好是現實諷刺的素材；承繼哀愁的氛圍，其意象更易渲染詩文的淒清風格。 

中唐詩人以杜鵑意象諷喻現實在第四章提到顧況〈露青竹杖歌〉（論文 114

頁）中，藉竹枝抒發懷才不遇，已有諷刺現實環境炎涼的意味在，乃繼承杜甫以

杜宇含冤意象作為諷喻媒介的創作手法，而李紳〈南梁行〉、〈杜鵑樓〉二首（論

文 128、129 頁），雖藉花鳥意象以詠懷，但就詩人創作風格而言，其諷喻性質亦

當有之。除此，中唐文人以杜鵑的悲啼、啼血和思歸意象作為諷喻的載體，表現

於下列詩作： 

 

                                                      
689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二）卷第六十五〈策林四‧六十八議文章〉，（漢京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1984 年），頁 1369。 
690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二）卷第四十五〈與元九書〉，頁 960～961。 
691

 蕭滌非：《皮子文藪》〈論白居易薦徐凝屈張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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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悲啼意象渲染黍離之悲 

   孤獨及〈癸卯歲赴南豐道中聞京師失守寄權士繇韓幼深〉： 

 

種田不遇嵗，策名不遭時。胡塵晦落日，西望泣路岐。猛虎嘯北風，麕麚

皆載馳。深泥駕疲牛，踸踔余何之？詰屈白道轉，繚繞清溪隨。荒谷嘯山

鬼，深林啼子規。長歎指故山，三奏歸來詞。不逢眼中人，調苦車逶遲。

士繇松筠操，幼深瓊樹姿。别來平安否？何階一申睂。白雲失帝鄉，遠水

恨天涯。昻藏雙威鳳，曷月還西枝？努力愛華髪，盛年振羽儀。但令迍難

康，不負滄洲期。莫作新亭泣，徒使夷吾嗤。
692

 

 

孤獨及此詩將戰爭離亂的景象具體地描繪出來，並表達了聽聞京師失守的悲痛心

情。「荒谷嘯山鬼，深林啼子規」以聽覺的摹寫呈現了自己以及人民內心的創痛。

子規意象是悲愁渲染，但更多的是對時事的感慨。面對失守的故園，心情正和失

位不得歸故里的杜宇王一樣，充滿黍離之悲，故言「白雲失帝鄉，逺水恨天涯」。 

 

二、以啼血意象控訴人民苦痛 

李賀〈老夫採玉歌〉： 

 

採玉採玉須水碧，琢作步揺徒好色。老夫飢寒龍為愁，藍溪水氣無清白。

夜雨岡頭食蓁子，杜鵑口血老夫淚。藍溪之水厭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

斜山柏風雨如嘯，泉脚挂繩青裊裊。村寒白屋念嬌嬰，古臺石磴懸腸草。

693
 

此詩反映採玉老人痛苦生活與悲慘命運，詩句洋溢著深沈的同情與不平的憤懣。

「老夫飢寒龍為愁，藍溪水氣無清白。夜雨岡頭食蓁子，杜鵑口血老夫淚。藍溪

之水厭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這一部份描寫老人忍受饑寒之苦，下到藍田水中

採玉，年復一年，日復一日，使得水中的龍也不得安寧，藍溪之水也難有清澈之

日。詩人為了深刻描繪老人的苦難命運，形象地勾勒了一幅悲苦的畫面：風雨交

加的寒夜，食不裹腹、衣不遮體的採玉老人吃著野果露宿山頭，遠處還不時傳來

杜鵑如泣如訴地哀啼，想起自己悲慘的身世，不禁老淚縱橫。老夫眼裡流出的淚

                                                      
692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二四六，頁 2762。 
693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三九一，頁 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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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同杜鵑口中的血，杜鵑的啼聲「不如歸去」，更觸發採玉老人欲歸不得的悲哀。

詩人用杜鵑啼血比喻老人的淒苦，渲染氣氛，有聲有色，有景有情。全詩深刻批

判統治者為了滿足自己驕奢淫逸生活、不惜逼迫民工冒著生命危險採玉的殘酷壓

榨，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最末的懸腸草（又名思子蔓、離別草）揭示老夫思念

幼子，卻有家不能歸的悲怨，正與杜鵑「不如歸去」互為呼應。一以聽覺，一以

視覺，深刻反映採玉老人的痛楚。 

 

三、以思歸意象諷喻現實 

〈蜀王本紀〉揭示杜鵑鳥「其鳴如曰不如歸」，而蜀人每聞鵑啼必思蜀王杜

宇，於是從唐詩開始，杜鵑被賦予了思歸的意象，成為了鄉愁的符號表徵。然而

在元稹、白居易筆下卻企圖顛覆時人的書寫慣式，從思歸意象引發議論，發抒自

己人生理念，隱含對現實的諷喻。元稹〈思歸樂〉： 

 

山中思歸樂，盡作思歸鳴。爾是此山鳥，安得失鄉名。應緣此山路，自古

離人征。陰愁感和氣，俾爾從此生。我雖失鄉去，我無失鄉情。慘舒在方

寸，寵辱將何驚。浮生居大塊，尋丈可寄形。身安即形樂，豈獨樂咸京。

命者道之本，死者天之平，安問遠與近，何言殤與彭。君看趙工部，八十

支體輕，交州二十載，一到長安城。長安不須臾，復作交州行。交州又累

歲，移鎮值江陵。歸朝新天子，濟濟為上卿。肌膚無瘴色，飲食康且寜。

長安一晝夜，死者如霣星。喪車四門出，何關炎瘴縈。況我三十餘，百年

未半程。江陵道途近，楚俗雲水清。遐想玉泉寺，久聞峴山亭。此去盡綿

歷，豈無心賞并。紅餐日充腹，碧澗朝析酲。釀酒待賓客，寄書安弟兄。

閒窮四聲韻，悶閱九部經。身外皆委順，眼前隨所營。此意久已定，誰能

苟求榮。所以官甚小，不畏權勢傾。傾心豈不易，巧詐神之刑。萬物有本

性，況復人至靈。金埋無土色，玉墜無瓦聲。劍折有寸利，鏡破有片明。

我可俘為囚，我可刃為兵。我心終不死，金石貫以誠。此誠患不立，雖困

道亦亨。微哉滿山鳥，叫噪何足聽。
694

 

 

此詩作於元和五年，元稹由東臺監察御史貶江陵府士曹參軍途中。
695

呂惠貞〈元

                                                      
694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三九六，頁 4449。 
695

 楊軍箋注：《元稹集編年箋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 年），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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稹及其詩研究〉將此詩歸入「個人性諷喻詩」，個人的貶謫造成心境的衝擊與挫

傷，反映在詩作，往往呈現出複雜的感慨。
696

明顯地，元稹企圖以佛家、老莊思

想化解貶謫的哀愁，所以大談「我雖失鄉去，我無失鄉情。慘舒在方寸，寵辱將

何驚」，心中拿捏好，自然不受寵辱影響，所以即便離開故鄉，卻無離鄉遊子情

愁。因此他顛覆杜鵑意象的使用，因其呼「不如歸」，此思歸鳥鳴向來使離人聞

之腸斷，元稹卻獨獨不以為然。自己內心不為外物所役，將何適而非快，所以認

為此山鳥的聲音沒什麼好聽的。在杜鵑意象的使用上，元稹是一個全新的突破，

反神話原型的悲愁意象，跳脫鄉愁意象的抒情範式。這當然是元稹消解遭貶憂愁

的方法，可視為一倒反的使用，欲泯除自己思歸之愁，以此手法掩蓋之，不然三

十二歲的詩人真能寵辱偕忘？應是對自己豁達人生的期勉，並隱含對好友白居易

的勸慰之情。 

白居易有〈和思歸樂〉應和好友元稹： 

 

山中不棲鳥，夜半聲嚶嚶。似道思歸樂，行人掩泣聽。皆疑此山路，遷客

多南征。憂憤氣不散，結化為精靈。我謂此山鳥，本不因人生。人心自懷

土，想作思歸鳴。孟嘗平居時，娛耳琴泠泠，雍門一言感，未奏淚沾纓。

魏武銅雀妓，日與歡樂并，一旦西陵望，欲歌先涕零。峽猿亦何意，隴水

復何情，為入愁人耳，皆為腸斷聲。請看元侍御，亦宿此郵亭。因聽思歸

鳥，神氣獨安寧。問君何以然？道勝心自平。雖為南遷客，如在長安城，

云得此道來，何慮亦何營。窮達有前定，憂喜無交爭。所以事君日，持憲

立大庭。雖有迴天力，撓之終不傾。況始三十餘，年少有直名。心中志氣

大，眼前爵祿輕，君恩若雨露，君威若雷霆，退不苟免難，進不曲求榮。

在火辨玉性，經霜識松貞，展禽任三黜，靈均長獨醒。獲戾自東洛，貶官

向南荊，再拜辭闕下，長揖別公卿。荊州又非遠，驛路半月程，漢水照天

碧，楚山插雲青。江陵橘似珠，宜城酒如餳，誰謂譴謫去，未妨遊賞行。

人生百歲內，天地暫寓形，太倉一稊米，大海一浮萍。身委逍遙篇，心付

頭陀經，尚達死生觀，寧為寵辱驚。中懷苟有主，外物安能縈，任意思歸

樂，聲聲啼到明。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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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惠貞：〈元稹及其詩研究〉，（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 6 月），頁 158。 
697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四二五，頁 4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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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和好友元稹〈思歸樂〉而作，內容與之相似，但對杜鵑鳥的來歷，描寫更

傳神，「憂憤氣不散，結化爲精靈」更具神話原型色彩。「我謂此山鳥，本不因人

生。人心自懷土，想作思歸鳴」呼應元稹「爾是此山鳥，安得失鄉名。應縁此山

路，自古離人征」，直道鵑鳥悲愁是離人賦予的，與鳥自身無關。後面「人生百

歳内，天地暫寓形，太倉一稊米，大海一浮萍。身委逍遥篇，心付頭陀經，尚達

死生觀，寧爲寵辱驚。中懷苟有主，外物安能縈」其佛老曠達思想甚明，是元稹

「雖困道亦亨」的進一步說明，最後「任意思歸樂，聲聲啼到明」呼應元稹「微

哉滿山鳥，叫噪何足聽。」坦言不受子規影響，任其啼到天明。白居易亦藉著對

思歸意象的批判，表達了以佛老思想化解人生衝突矛盾的理想。 

在唐詩中「思歸樂」用例極少，可以說是偶然使用。
698

在中唐只見於白居易

和元稹的兩位知交好友相互贈答的作品中，成為專屬於他們兩人的知音符碼，而

其「思歸樂」亦有深刻的諷諭思想
699

。兩人面對遭貶別離，沒有感慨哀嘆，反而

顛覆一般人對「思歸樂」的感受，其對現實的嘲諷正是元和詩人常有的敘事模式。

對兩人而言，「思歸樂」是個人生命情調的抒發，也是專屬兩人的知交符碼，更

是他們對現實諷諭的隱喻策略。 

 

 

第三節  晚唐五代 

 

唐王朝的衰敗給詩壇籠罩了濃厚的悲劇色彩，折射成一種獨特的悲傷氛圍，

以致整個晚唐詩作的表層主調是由逃避現實和抨擊現實兩個側面構成，這正是他

們人生觀的悲觀性和社會觀的逆反性之突出反映，故其詩作字裡行間洋溢一種的

感傷情調。
700

詩壇主要代表人物杜牧、李商隱多抒憂生念亂、感慨身世之慨。杜

荀鶴、聶夷中、皮日休、陸龜蒙則對中唐白居易現實主義的傳統加以繼承，其憤

世嫉俗的逆反性不斷深化，詩作反映人民的悲慘生活、揭露黑暗混亂的現實，依

舊充滿絕望的感傷情調。
701

鄧小軍《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指出：「晚唐後期詩

的主要取向，乃是風骨的挺立……晚唐風骨體現了詩人的安身立命，體現了晚唐

                                                      
698

 戴偉華：〈唐詩中「杜鵑」內涵辨析——以「杜鵑啼血」和「望帝春心托杜鵑」為例〉，（《華

南師範大學學報》，2007 年第 3 期），頁 67。 
699

 謝思煒將白居易〈思歸樂〉歸入諷諭詩。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一），頁 214。 

700
 沈檢江：〈晚唐詩：感傷情調的全方位滲透〉，（《求是學刊》，1994 年第 5 期），頁 68。 

701
 沈檢江：〈晚唐詩：感傷情調的全方位滲透〉，（《求是學刊》，1994 年第 5 期），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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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的真精神。」
702

對現實的揭露、譴責，對貧民的同情哀憐，就是詩人風骨的表

現。 

晚唐的感傷色彩並沒有隨著唐的滅亡而結束，進入五代，更是戰亂不息，干

戈紛爭，人民陷於極度痛苦黑暗的深淵中。牛運震〈五代詩話序〉云：「五代之

亂極矣，政紀解散，才士凌夷，干戈紛擾，文藝闕如，即詩歌間有之，亦多比於

浮靡噍殺，噭然亡國之音者皆是。」
703

正說明了當時的狀況。不過「文藝闕如」

是與整個唐朝相比，鄙陋不堪的作品雖不少，但清麗可喜、沈鬱悲憤之作亦有之。

其中又以抒發時代痛苦、亡國之恨的詩作尤為頓挫感人。 

    下列詩作即為晚唐五代善用杜宇意象入詩以諷喻的詩作，分別使用神話中的

啼血意象、帝王意象、含冤意象、亡國意象、悲啼意象與花鳥意象作為時代控訴

之載體。 

一、以啼血意象譏諷時事 

張祜〈散花樓〉： 

 

錦江城外錦城頭，回望秦川上軫憂。正值血魂來夢裏，杜鵑聲在散花樓。

704
  

散花樓在古代成都錦江樓，建於隋，毀於明末。此詩諷人君唐玄宗貪色誤國，安

史亂起，避亂奔蜀，玉環賜死於馬嵬坡，國家幾近滅亡。玄宗在成都回望秦川，

軫懷痛念，悲苦不堪，夜來杜宇血魂入夢，驚醒之後更加悵惘，猶聞滿樓啼鵑之

聲。此詩寫得低迴婉轉，令人感慨萬端，作者把兩件史實聯繫起來，讓「杜鵑啼

血」的底蘊充分輻射出它的現實意義，故其聲色皆為淒楚。作者藉杜宇典故憐憫

譏諷玄宗，二事交叉變換，入景入情入理，融國難、傷亡之情於其間，醞藉無比，

其悲劇審美價值愈濃。 

 

二、以帝王意象諷諭時政 

李商隱〈北禽〉： 

 

為戀巴江好，無辭瘴霧蒸。縱能朝杜宇，可得值蒼鷹？石小虛塡海，蘆銛

                                                      
702

 鄧小軍：《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頁 506。 
703

（清）王士禎：《五代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 
704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五一０，頁 5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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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破矰。知來有乾鵲，何不向雕陵？
705

 

 

此詩李商隱作於梓州幕府其間，以「北禽」自況。首聯說自己跟隨柳仲郢到東川

以求託庇，二聯言雖得柳仲郢辟置，恐怕還是難免被牛黨排擠。故此處「杜宇」

暗指柳仲郢，「蒼鷹」則喻牛黨。三聯以精衛和鴻雁之典哀傷自己雖有精衛鳥的

意志，但卻無力自我保全，大有憂讒畏譏之意。末聯以自己若能預知未來，當學

乾鵲向雕陵的典故以遠避其害作結。
706

故此詩以「杜宇」比喻東川節度柳仲郢，

在其意象的使用上與杜甫的〈杜鵑〉十分相似，不過杜甫指一國之君，李商隱指

東川節度使，在對象的比喻上職分降低，此一反映則保留了神話出自四川的地域

色彩。 

李商隱〈井絡〉： 

 

井絡天彭一掌中，漫誇天設劒為峰。陣圖東聚燕江石，邊柝西懸雪嶺松。

堪歎故君成杜宇，可能先主是眞龍。將來為報姦雄輩，莫向金牛訪舊蹤。

707
 

此詩主要警戒當時藩鎮割據的奸雄。前四句極言蜀中險阻，然「漫誇」二字道出

雖險阻但仍不足為恃。「堪歎故君成杜宇，可能先主是眞龍」，援引杜宇與諸葛亮

兩例為證，杜宇失國傷亡，諸葛亮才略傑出，但仍不得據蜀成事。
708

是以蜀地雖

坐擁天險亦不足恃，由此可知，竊據國土的藩鎮必定失敗，不會有好下場的。故

此以「杜宇」作為亡國之君的代稱，作用在警戒當時的藩鎮。 

 

三、以含冤意象諷刺史實 

李商隱〈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 

 

遥作時多難，先令禍有源。初驚逐客議，旋駭黨人寃。密侍榮方入，司刑

望愈尊。皆因優詔用，實有諫書存。苦霧三辰没，窮隂四塞昏。虎威狐更

假，隼擊鳥踰喧。徒欲心存闕，終遭耳屬垣。遺音和蜀魄，易簀對巴猿。

有女悲初寡，無男泣過門。朝爭屈原草，廟餒莫敖魂。迥閣傷神峻，長江

                                                      
705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五三九，頁 6153。 
706

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中冊），頁 1193～1196。 
707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五四０，頁 6216。 
708

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中冊），頁 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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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望翻。青雲寧寄意，白骨始霑恩。早嵗思東閤，為邦屬故園。登舟慚郭

泰，觧榻愧陳蕃。分以忘年契，情猶錫類敦。公先真帝子，我系本王孫。

嘯傲張髙蓋，從容接短轅。秋吟小山桂，春醉後堂萱。自歎離通籍，何嘗

忘叫閽。不成穿壙入，終擬上書論。多士還魚貫，云誰正駿奔。暫能誅儵

忽，長與問乾坤。蟻漏三泉路，螀啼百草根。始知同泰講，徼福是虚言。

709
 

 

此詩作者為好友蕭澣的死哀悼。李商隱處於牛李黨爭的漩渦中，對此洞察深微，

涇渭是非，並明目張膽地予以批判，此詩即是代表作之一。
710

大和九年，蕭澣因

受宰相李宗閔連累，被貶遂州，不久即過世，李商隱不僅為其哀慟，更為其抱屈。

詩分五段，第一段總提受冤之由，第二段說被逐時事，第三段敘死後情事，第四

段回想交情，末段自嘆不能為其白冤，更加傷痛。「苦霧三辰没，窮隂四塞昏。

虎威狐更假，隼擊鳥踰喧。徒欲心存闕，終遭耳屬垣。遺音和蜀魄，易簀對巴猿」

為第二段，以「遺音和蜀魄，易簀對巴猿」敘述死於遂州的淒涼，「遺音」、「蜀

魄」和「巴猿」都是悲哀淒涼的聲音，以聽覺的摹寫渲染淒涼的心境，並與下一

段的「迥閣傷神峻，長江極望翻」呼應，以蜀中山水亦為之傷神激憤。
711

從「蜀

魄」故事本身的內蘊和蕭澣含冤而死的史實來看，此一意象有諷刺史實並為其申

冤的用意在。 

雍陶〈蜀中戰後感事〉： 

     

蜀道英靈地，山重水又回。文章四子盛，道路五丁開。詞客題橋去，忠臣

叱馭来。卧龍同駭浪，躍馬比浮埃。已謂無妖土，那知有禍胎。蕃兵依濮

栁，蠻斾指江梅。戰後悲逢血，燒餘恨見灰。空留犀猒怪，無復酒除災。

歲積萇弘怨，春深杜宇哀。家貧移未得，愁上望鄉臺。
712

 

       

雍陶此詩描寫蜀中戰後悲慘的情狀，末二句「家貧移未得，愁上望鄉臺」道出心

中感受，民貧亂離，一心想歸家的深切可望。而「歲積萇弘怨，春深杜宇哀」二

句將杜鵑悲鳴意象與萇弘之典並列，無異脫胎自左思〈蜀都賦〉的「碧出萇弘之

                                                      
709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五四一，頁 6235。 
710

曾進豐：《晚唐詩的鋒芒與光彩》，頁 136。 
711

 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上冊），頁 209～220。 
712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五一八，頁 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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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鳥生杜宇之魂」，此一方面以文化意象透顯蜀地人文背景，二方面則以萇弘

和杜宇的哀怨象徵身處之亂離時代人民心中的不平與深沈苦痛。 

杜牧〈杜鵑〉： 

 

杜宇竟何冤，年年叫蜀門。至今銜積恨，終古弔殘魂。芳草迴腸結，紅花

染血痕。山川盡春色，嗚咽復誰論。
713

 

 

杜牧最擅詠史諷喻詩的書寫，總把歷史與現狀緊密結合加以理性考察，深寓對現

實的不滿與諷刺，《新唐書》言其：「剛直有奇節，不為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

指陳病利尤切至。」
714

此詩乃藉神話原型詠杜鵑鳥，以「冤」、「恨」、「殘魂」、「染

血」等字眼將杜鵑鳥含冤的悲啼具體呈現出來，完整揭示了此則典故的神話意

蘊。但也藉此表達對時代的控訴，對一個懷抱儒家治國理念的文人來說，生逢此

亂世，心中自然充滿憾恨，杜鵑鳥的啼叫就好比是讀書人心中的不平之鳴。最後

「山川盡春色，嗚咽復誰論」，杜鵑啼血衍化出「警示」之蘊，是杜牧面對晚唐

社會現實所作歷史的理性思考，控訴統治者不會從享樂淫靡中驚醒，來理會杜鵑

嗚咽之聲。此詩藉杜鵑抒發胸中的不平之鳴，表達對時代的控訴。 

裴澈〈弔孟昌圖〉： 

 

一章何罪死何名，投水惟君與屈平。從此蜀江煙月夜，杜鵑應作兩般聲。

715
 

裴澈弔孟昌圖，為其冤死抱屈，以屈原為喻，輔以杜鵑悲鳴渲染氛圍。蓋孟昌圖、

屈原、杜宇三者同為含冤意象表徵，是以詩人以為杜鵑應作兩種不同的啼鳴聲，

一為杜宇抱屈，一為投水自清的屈原和孟昌圖抱屈。 

 

四、以亡國意象控訴末世之悲 

李山甫〈聞子規〉： 

 

寃禽名杜宇，此事更難知。昔帝一時恨，後人千古悲。斷腸思故國，啼血

                                                      
713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五二五，頁 6015。 
714

 （北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六六〈杜牧傳〉，（藝文印書館，1955 年），頁 1972。 
715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六００，頁 6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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濺芳枝。况是天涯客，那堪獨聽時。
716

 

 

身處唐代末世，李山甫將杜宇神話意象中含冤與亡國意象入詩，用以控訴末

世的悲涼，而「昔帝一時恨，後人千古悲」隱含對昏庸帝王的警示作用，「斷腸

思故國，啼血濺芳枝」更以杜宇亡國後啼血染花的椎心之痛，表達對唐王朝覆亡

的無限感傷。 

胡曾〈成都〉： 

 

杜宇曽為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年年來叫桃花月，似向春風訴國亡。

717
 

胡曾，咸通中屢舉不第，歷遊方鎮幕府以終。後入蜀。為人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天分高爽，意度不凡。善詠史，其律絕「哀怨清楚，曲盡幽情」
718

。此詩藉蜀王

杜宇的故事抒寫興亡感慨。首二句以今昔對比，暗喻興亡之慨；後二句以子規鳥

每年春天的啼叫聲，似乎是杜宇王在哀訴亡國之悲。身處晚唐亂世，詩人善以詠

史詩抒發對當朝的諷刺，流露末世之哀，此詩亦以子規意象表達自己身逢亂世的

痛楚。 

吳融〈岐下聞子規〉： 

 

化去蠻鄉北，飛來渭水西。為多亡國恨，不忍故山啼。怨已驚秦鳳，靈應

識漢雞。數聲煙漠漠，餘思草萋萋。樓逈波無際，林昏日又低。如何不腸

斷，家近五雲溪。
719

 

 

此詩抒發遊子思鄉之愁，「如何不腸斷，家近五雲溪」點出詩旨。首二句「化去

蠻鄉北，飛來渭水西」，寫出輾轉流離的辛苦。「為多亡國恨，不忍故山啼」暗

喻唐王朝的繁華一去無蹤，黎庶不安。
720

 

吳融〈岐下聞子規〉： 

 

                                                      
716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六四三，頁 6372。 
717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六四七，頁 7423。 
718

（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八，頁 186。 
719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六八四，頁 7858。 
720

張豔輝：〈論吳融的詩兼論晚唐士人仕、隱、逸的離合〉，（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

2004 年 6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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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閣西南逺鳳臺，蜀魂何事此飛來。偶因隴樹相迷至，惟恐邉風却送回。

只有花知啼血處，更無猨替斷腸哀。誰憐越客曽聞處，月落江平曉霧開。

721
 

此詩亦以子規悲啼不堪聞的意象寫出詩人離鄉的悲愁，「只有花知啼血處，更無

猨替斷腸哀」，亦表達對唐王朝繁華逝去的哀痛。 

吳融〈送杜鵑花〉： 

 

春紅始謝又秋紅，息國亡來入楚宮。 應是蜀冤啼不盡，更憑顏色訴西風。

722
  

吳融以杜鵑花鳥二重意象入詩，將春天和秋天盛開的杜鵑先以亡國的息夫人為

喻，再以杜宇神話角度詮釋，認為是啼不盡的蜀冤藉花訴向西風。吳融所用的兩

個典故，息夫人與杜宇都在泣訴亡國的悲痛，故詩中啼不盡的「冤」其實便是詩

人對唐王朝繁華的沒落所興發的慨嘆。 

吳融〈秋聞子規〉： 

 

年年春恨化冤魂，血染枝紅壓疊繁。正是西風花落盡，不知何處認啼痕。

723
 

子規於年年春天啼鳴，所泣口血染紅枝頭鮮花，而現時正是西風吹盡落花的時

節，又不知再於何處認得那啼痕，意謂唐之將亡，亦不知我將於何處啼亡國之血，

無限淒涼盡含其中。故子規意象仍蘊含時代之悲。 

吳融〈子規〉： 

 

舉國繁華委逝川，羽毛飄蕩一年年。他山叫處花成血，舊苑春來草似煙。

雨暗不離濃緑樹，月斜長弔欲明天。湘江日暮聲淒切，愁殺行人歸去船。

724
 

吳融是越州山陰人，在唐昭宗時在朝任職，一度受牽累罷官，流寓荊南，本詩寫

於此時，
725

反映了他仕途失意又遠離故鄉的痛苦心情。這首詩抓住子規啼聲淒切

的特點，創造出一個個意境，藉詠物抒寫作者的胸懷。以「舉國繁華委逝川」反

                                                      
721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六八四，頁 7858。 
722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六八五，頁 7873。 
723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六八六，頁 7882。 
724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六八六，頁 7889。 
725

張淑瓊主編：《唐詩欣賞》第十五冊，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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襯子規的孤獨和冷落，「飄蕩」寫出羽毛被秋風吹落的狀態，也十分貼切描寫了

子規一年年到處漂泊流浪、無處安身的處境。後三聯中，詩人從不同層面描繪子

規的叫聲，「他山叫處花成血，舊苑春來草似煙」，不僅給人聽覺上的悲傷之感，

更讓讀者在這悲鳴中想像出子規內心的悲楚。上句借用杜宇化鵑啼血，血漬草木

的典故，抒發遊子漂泊的心境；下句以舊苑的春草漠不關心子規的傷痛，反映遊

子征人不被關心的淒涼寂寞。「雨暗不離濃緑樹，月斜長弔欲明天」二句，詩人

抓住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情景，寫子規處境的艱辛，上句是一年中最艱辛的處境，

下句是一天中最難熬的處境。末聯「湘江日暮聲凄切，愁殺行人歸去船」，則選

用特定的環境、時間、人物，日暮時分的湘江，最引行人傷悲，又聽到子規啼，

更加愁煞船上的遠行人。
726

吳融在唐王朝傾覆之際，藉此哀時傷世，故此詩藉子

規意象表達自己流落異鄉之苦。 

 

五、以悲啼意象烘托哀情 

劉滄〈題吳宮苑〉與〈經古行宮〉二首： 

 

吳苑荒凉故國名，吳山月上照江明。殘春碧樹自留影，半夜子規何處聲。

蘆葉長侵洲渚暗，蘋花開盡水烟平。
727

  

 

玉輦西歸已至今，古原風景自沉沉。御溝流水長芳草，宫樹落花空夕隂。

蝴蝶翅翻殘露滴，子規聲盡野烟深。路人不記當年事，臺殿寂寥山影侵。

728
 

兩詩均藉子規悲啼的聽覺意象烘托古宮舊苑的淒涼景象，〈題吳宮苑〉以「殘春

碧樹自留影，半夜子規何處聲」花落鵑啼的意象烘托故國荒涼的景象；〈經古行

宮〉則以「蝴蝶翅翻殘露滴，子規聲盡野烟深」融蝴蝶與子規的並列意象渲染古

行宮的淒清冷落。同是撫今追昔，表達離亂時代的末世之悲。 

曹鄴〈四望樓〉： 

 

背山見樓影，應合與山齊。座上日已出，城中未鳴鷄。無限燕趙女，吹笙

                                                      
726

 同上注。 
727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五八六，頁 6794。 
728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五八六，頁 6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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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金梯。風起洛陽東，香過洛陽西。公子長夜醉，不聞子規啼。
729

 

 

四望樓在洛陽東，秦時有貴公子賈虛每日設宴其上，唐時已廢。詩的前四句在形

容四望樓之高，「無限燕趙女，吹笙上金梯。風起洛陽東，香過洛陽西。」寫四

望樓的繁華熱鬧，最後兩句「公子長夜醉，不聞子規啼」，生發慨嘆，慨嘆醉身

歌伎繁華的公子哥兒不聞水深火熱中人民的呼號哭泣聲。
730

故此詩以子規啼借代

人民的痛苦哀嚎。 

鄭谷〈荔枝樹〉： 

 

二京曾見畫圗中，數本芳菲色不同。孤櫂今來巴徼外，一枝煙雨思無窮。

夜郎城近含香瘴，杜宇巢低起暝風。腸斷渝瀘霜霰薄，不教葉似灞陵紅。

731
 

此詩作於景福二年，鄭谷向瀘州省拜座主柳玭時，藉詠荔枝樹而抒發感懷。此為

詩人第四次入蜀，又蜀中盛產荔枝，在中晚唐時荔枝尚為罕見之物，故頗受詩人、

畫家喜愛。
732

詩的首聯即寫出詩人在圖畫中曾見過荔枝的獨特，二聯道出它來自

巴蜀蠻荒之地，予人無限的想像。三聯則進入想像，想像夜郎瘴氣中四處洋溢荔

枝香以及杜鵑鳥巢迎風吹拂的景象。末聯筆鋒一轉，因見荔枝於秋日，故而想起

長安的灞陵紅葉，才會「斷腸」。詩人青年時期曾在長安度過十年（咸通十二年

至廣明元年）
733

，雖因寒門無法順利登第，然有文才，與薛能、張喬等號稱「咸

通十哲」
734

。是以長年因戰亂而奔亡的鄭谷對於長安一段歲月是十分懷念的。另

外一方面，在長安一次又一次遭黃巢、李克用等進逼後，四處殘破不堪，因此詩

人對長安的懷念中，還飽含對時代的同情，對家國殘破的沈痛。此詩當中在點出

個人感懷、時代悲愁前仍以「杜宇」帶出，並非巧合，仍是此一抒情範式的具體

呈現。 

陳陶〈吳苑思〉： 

 

今人地藏古人骨，古人花爲今人發。江南何處葬西施，謝豹空聞采香月。

                                                      
729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五九二，頁 6864。 
730

毛水清、梁超然：《曹鄴詩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 9。 
731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六七五，頁 7738。  
732

嚴壽澂、黃明、趙昌平：《鄭谷詩集箋注》，頁 278。 
733

嚴壽澂、黃明、趙昌平：《鄭谷詩集箋注》，頁 1。 
734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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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此詩藉吳苑興發對歷史興亡的感慨，首二句重複以古今對比，反襯出盛衰的必然

定律，最後藉謝豹（杜鵑）啼鳴渲染繁華興盛終歸塵土的無限悲涼。 

李中〈獻喬侍郎〉： 

 

位望誰能並，當年志已伸。人間傳鳳藻，天上演龍綸。賈馬才無敵，褒雄

譽益臻。除奸深繫念，致主迥忘身。諫疏縱横上，危言果敢陳。忠貞雖貫

世，消長豈由人。慷慨辭朝闕，迢遥渉路塵。千山眀夕照，孤櫂渡長津。

杜宇聲方切，江蘺色正新。巻舒唯合道，喜愠不勞神。禪客陪清論，漁翁

作近鄰。静吟窮野景，狂醉養天真。格論思名士，輿情渇直臣。九霄恩復

降，比户意皆忻。却入鴛鸞序，終身顧問頻。漏殘丹禁曉，日暖玉墀春。

鑒物心如水，憂時鬢若銀。惟期康庶事，永要敘彜倫。貴賤知無間，孤寒

必許親。幾多沈滯者，拭目望陶鈞。
736
 

 

詩人與喬侍郎的贈答，從兩人交往遇合道出亂離時代文人心中共同的悲愁。「杜

宇聲方切，江蘺色正新」以杜鵑悲鳴的離愁意象與「江蘺」的諧音雙關象徵去鄉

遊子的無奈，最後「幾多沈滯者，拭目望陶鈞」流露更多的末世之悲。 

劉兼〈蜀都春晚感懷〉： 

 

蜀都春色漸離披，夢斷雲空事莫追。宫闕一城荒作草，王孫猶自醉如泥。

誰家玉笛吹殘照，柳市金絲拂舊堤。可惜錦江無錦濯，海棠花下杜鵑啼。

737
 

首聯寫美好逝去、往事難追的無奈，二聯寫宮闕荒蕪、人事已非的景象，三聯藉

斜照、笛聲、拂柳寄寓傷春之情，末聯則以杜鵑的悲啼聲烘托亡國的淒涼之情。 

姚揆〈村行〉： 

 

天淡雨初晴，遊人恨不勝。亂山啼蜀魄，孤櫂宿巴陵。影暗村橋栁，光寒

水寺燈。罷吟思故國，窗外有漁罾。
738

 

                                                      
735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七四六，頁 8487。 
736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七四八，頁 8522。 
737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七六六，頁 8687。 
738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七七四，頁 8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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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景雖美，遊人卻憾恨到無力承受，實因「思故國」之故。二聯「亂山啼蜀魄，

孤櫂宿巴陵」，一個「亂」字點出世亂的無奈，「啼蜀魄」則以杜宇悲鳴隱含亡國

之哀，「孤」字道出作者孤零飄落之慨，「宿巴陵」說明了所在地四川，透顯了蜀

魄的文化意象。 

貫休〈聞杜宇〉： 

 

咽雨哀風更不停，春光於爾豈無情？宜須喚得謝豹出，方始年年無此聲。

739
 

貫休，婺州人。七歲出家，先投吳越王，後入蜀，蜀主賜號「禪月大師」。一生

顛簸，入世頗深，詩中常能關心百姓疾苦。
740

此詩貫休以「謝豹」淒絕的悲啼聲

代表亂世中人民的痛苦哀嚎，故言只有杜鵑的啼叫才能蓋過風雨的哀咽聲，足見

人民哀痛之慘烈。 

章江書生〈吟〉： 

 

西去長沙東上船，思量此事已千年。長春殿掩無人掃，滿眼梨花哭杜鵑。

741
 

此詩亦藉杜鵑悲鳴般的哭聲渲染悲愁，道出亡國後人去樓空的悽惋之情。 

 

六、以花鳥意象疊加流離之苦 

杜荀鶴〈酬張員外見寄〉： 

 

分應天與吟詩老，如此兵干不廢詩。生在世間人不識，死於泉下鬼應知。

啼花蜀鳥春同苦，叫雪巴猿晝共飢。今日逢君惜分手，一枝何校一年遲。

742
 

杜荀鶴的七律是對杜甫傳統的創造性運用，也是對元白別出心裁的改造變形，從

而極大地增強了詩歌在抨擊時政、揭露現實方面的力度，使無望的諷刺之作成為

晚唐詩界的重要一脈。
743

此詩藉酬友寫出戰亂中人民流離之苦，「啼花蜀鳥春同

                                                      
739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八三０，頁 9433。 
740

陸永峰：《禪月集校注》，（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6 年），頁 1。 
741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八六二，頁 9745。 
742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六九二，頁 7961。 
743

沈檢江：〈晚唐詩：感傷情調的全方位滲透〉，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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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叫雪巴猿晝共飢」中「啼花」指的是杜鵑花，「蜀鳥」指的是杜鵑鳥，兩者

同為春愁的代表，相應於「叫雪巴猿晝共飢」，一樣表示動亂中人民飽受飢荒與

流離的痛苦不堪。是以此詩中在杜鵑的書寫策略上，以花鳥二重哀怨的意象代表

亂世中人民的痛苦哀嚎。 

 

 

茲將此章所敘之詩作整理如下表： 

 

時時時時

代代代代 

意象意象意象意象 題題題題

旨旨旨旨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詩名詩名詩名詩名 詩句詩句詩句詩句 《《《《全唐全唐全唐全唐

詩詩詩詩》》》》卷數卷數卷數卷數 

 

盛 

 

 

唐 

 

 

盛 

 

唐 

帝王（文

化、啼血） 

 

諷 

 

諭 

 

時 

 

政 

杜甫 〈杜鵑行〉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

作杜鵑似老烏……其聲

哀痛口流血…… 

219 

帝王（文

化） 

杜甫 〈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

鵑。涪南無杜鵑，雲安

有杜鵑……我見常再

拜，重是古帝魂 

221 

帝王（杜鵑

＋山鬼） 

杜甫 〈虎牙行〉 杜鵑不來猿狖寒，山鬼幽

憂雪霜逼 

222 

含冤（文

化） 

杜甫 〈客居〉 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

魂 

221 

 

 

 

中 

 

 

 

唐 

悲啼（杜鵑

＋山鬼） 

黍

離

之

悲 

孤獨及 〈癸卯歲赴南

豐道中聞京師

失守寄權士繇

韓幼深〉 

荒谷嘯山鬼，深林啼子

規 

246 

啼血 人

民

悲

苦 

李賀 〈老夫採玉

歌〉 

杜鵑口血老夫淚 391 

思歸  

諷 

 

諭 

元稹 〈思歸樂〉 山中思歸樂，盡作思歸

鳴。爾是此山鳥，安得

失鄉名 

396 

思歸 白居易 〈和思歸

樂〉 

中懷苟有主，外物安能

縈，任意思歸樂，聲聲

啼到明 

425 

 啼血  張祜 〈散花樓〉 正值血魂來夢裏，杜鵑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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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唐 

 

 

 

 

 

 

五 

 

 

 

 

 

 

 

代 

 

 

 

    

 

 

 

 

 

 

 

諷 

  

 

諭 

 

 

時 

 

 

政 

 

 

 

 

聲在散花樓 

帝王 李商隱 〈北禽〉 縱能朝杜宇，可得值蒼

鷹 

539 

帝王 李商隱 〈井絡〉 堪歎故君成杜宇 540 

含冤 李商隱 〈哭遂州蕭

侍郎二十四

韻〉 

遺音和蜀魄，易簀對巴

猿 

541 

含冤（萇弘

＋杜宇、文

化） 

雍陶 〈蜀中戰後

感事〉 

歲積萇弘怨，春深杜宇

哀 

518 

含冤（啼

血、花鳥） 

杜牧 〈杜鵑〉 「杜宇竟何冤，年年叫

蜀門。至今銜積恨，終

古弔殘魂」、「紅花染血

痕」 

525 

含冤 裴澈 〈弔孟昌

圖〉 

從此蜀江煙月夜，杜鵑

應作兩般聲 

600 

亡國（含

冤、啼血） 

 

 

末 

 

 

 

 

世 

 

 

 

 

之 

 

 

 

 

 

悲 

 

 

李山甫 〈聞子規〉 「寃禽名杜宇」、「斷腸

思故國，啼血濺芳枝」 

643 

亡國（含

冤、化鳥） 

胡曾 〈成都〉 杜宇曽為蜀帝王，化禽

飛去舊城荒。年年來叫

桃花月，似向春風訴國

亡 

647 

亡國 吳融 〈岐下聞子

規〉 

為多亡國恨，不忍故山

啼 

684 

亡國（啼

血、花鳥） 

吳融 〈岐下聞子

規〉 

「蜀魂何事此飛來」、

「只有花知啼血處，更

無猨替斷腸哀」 

684 

亡國（含

冤） 

吳融 〈送杜鵑

花〉 

應是蜀冤啼不盡，更憑

顏色訴西風 

685 

亡國（含

冤、啼血） 

吳融 〈秋聞子

規〉 

年年春恨化冤魂，血染

枝紅壓疊繁 

686 

亡國（啼

血、花鳥） 

吳融 〈子規〉 他山叫處花成血，舊苑

春來草似煙 

686 

悲啼（夜

啼） 

劉滄 〈題吳宮

苑〉 

殘春碧樹自留影，半夜

子規何處聲 

586 

悲啼（蝴蝶

＋子規） 

劉滄 〈經古行

宮〉 

蝴蝶翅翻殘露滴，子規

聲盡野烟深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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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唐 

 

 

五 

 

 

 

代 

悲啼（文

化） 

 

 

 

末 

 

 

世 

 

 

之 

 

 

悲 

曹鄴 〈四望樓〉 公子長夜醉，不聞子規

啼 

592 

悲啼 鄭谷 〈荔枝樹〉 杜宇巢低起暝風 675 

悲啼 陳陶 〈吳苑思〉 謝豹空聞采香月 746 

悲啼 李中 〈獻喬侍

郎〉 

杜宇聲方切，江蘺色正

新 

748 

悲啼（文

化） 

劉兼 〈蜀都春晚

感懷〉 

海棠花下杜鵑啼 766 

悲啼（文

化） 

姚揆 〈村行〉 亂山啼蜀魄，孤櫂宿巴

陵 

774 

悲啼 貫休 〈聞杜宇〉 宜須喚得謝豹出，方始

年年無此聲 

830 

悲啼 章江書

生 

〈吟〉 滿眼梨花哭杜鵑 862 

花鳥 杜荀鶴 〈酬張員外

見寄〉 

啼花蜀鳥春同苦，叫雪

巴猿晝共飢 

692 

 

依上表整理，可歸納出幾點小結： 

一、在杜鵑意象的使用上，杜甫是首度將之視為帝王、甚至是失位帝王的象徵，

其飽含的政治諷刺與忠忱的愛國精神，使杜鵑的文化內涵更加確立，並深深

影響後代詩人的創作，是其對詩歌史的偉大貢獻之一。他也是第一位以「其

聲哀痛口流血」將「杜鵑啼血」意象寫入詩中的作者，使其意象更加開拓，

內蘊更為豐富。盛唐此類之作，以杜甫獨占鰲頭，其〈杜鵑行〉「君不見昔

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杜鵑〉「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均以神

話中的帝王意象入詩，前者強調失位前後的對比，後者著重在君臣之禮。〈虎

牙行〉的「杜鵑不來猿狖寒」則進入了帝王的象徵意涵，至〈客居〉「子規

晝夜啼，壯士斂精魂」改以其含冤意象諷刺政治現實的可悲。另外，杜甫此

四首中，亦有三首表現出蜀地的文化色彩。 

 

二、中唐文人以杜鵑意象作為諷喻之載體，除顧況〈露青竹杖歌〉繼承杜甫的含

冤意象外，更尚有李紳〈南梁行〉、〈杜鵑樓〉以花鳥二重哀怨意象於詠懷中

隱含諷喻。另外，孤獨及以悲啼意象烘托戰時黍離之悲；李賀「杜鵑口血老

夫淚」以啼血意象為採玉老人的悲苦命運哀鳴，反映人民的痛苦心聲。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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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新意的乃出於元、白之手的思歸意象，兩人〈思歸樂〉、〈和思歸樂〉不

僅是詩文中首度從杜宇神話中衍化出「思歸樂」之名，將其悲愁意象徹底顛

覆，對杜鵑悲啼的顛覆正表露兩人對現實環境的顛覆態度，與其新樂府的精

神正不謀而合。總計中唐文人於此類書寫策略中，共有含冤、花鳥、悲啼、

啼血、思歸五種意象，仍以聽覺融神話意象為其基調而開展。 

 

三、晚唐五代此類作品最多，總計二十三首。其意象之擷取共有啼血、帝王、含

冤、亡國、悲啼、化鳥、花鳥、夜啼等，承繼盛唐、中唐而有新創，如亡國

意象便是應運其時代氛圍而產生的，共計有七首，而以吳融為主要作家。純

以悲啼意象烘托末世之悲共有九首，雖未直接指涉神話意蘊，然更可證明杜

鵑在中國文學中，到晚唐五代已逐漸從神話中走出，以其聲聲淒厲的聽覺意

象化入作品，使作品籠罩在淒婉哀傷的美學氛圍裡，作為諷喻之載體。 

 

四、與其他神話結合之並列意象上，作為時代控訴之載體，表現在與萇弘和山鬼、

蝴蝶的結合上。 

（一）杜宇與萇弘之並列，必表現在含冤之意象上，兩者以含冤和蜀地為其同構

之點，雍陶〈蜀中戰後感事〉寫蜀中戰後悲慘情狀，以「歲積萇弘怨，春

深杜宇哀」表達控訴。 

（二）杜鵑與山鬼，此二神話意象的並列出於杜甫之手，其〈虎牙行〉「杜鵑不

來猿狖寒，山鬼幽憂雪霜逼」以杜鵑、山鬼並列意象抒世亂民貧之慨，孤

獨及「荒谷嘯山鬼，深林啼子規」承之。蓋屈原筆下的山鬼為一對愛情痴

守悵望、等待落空的女神形象，正是屈原忠君愛國、屢遭黜斥卻仍執著不

悔的寫照。杜宇將愛民之願以悲啼聲代代相傳，和屈原的山鬼痴愛不悔形

成同構的並列意象，作為詩人憂國憂民的專屬符碼。 

（三）杜鵑與蝴蝶的並列，僅有晚唐劉滄〈經古行宮〉以「蝴蝶翅翻殘露滴，子

規聲盡野烟深」渲染場景的淒涼，撫今追昔。但兩個意象的神話性質均已

淡薄，亦突顯此二並列意象從神話開展，在文學意象使用中，雖逐漸褪其

神話色彩，但其並列意象卻成為固定的書寫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