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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將神話從古籍中一一抽絲剝繭，結合出土文獻之二重證據與民間文學的三

重證據以釐清其脈絡發展、情節演變，進一步探析其形成背景與內在意涵，是神

話研究工作之近程。明瞭神話與文學不可分割之命運，神話透過作家作品典故之

運用，以「原型」置換出不同的文學意象，代代傳承，出奇轉精，使神話生命可

以跨越時空，不斷延續，乃神話研究之遠程。 

本論文以「杜宇神話」為研究重點，既探求其情節演變、形成背景與內在

意涵，又以「唐詩」為範疇，細究其文學意象使用之情況。其研究成果如下： 

 

一、 明晰杜宇神話的文本（古籍）生命 

杜宇神話首見於西漢揚雄《蜀王本紀》，雖揭示杜宇「從天墮」的神奇身份

與「鼈靈復生」的靈異情節，卻無杜宇「死化為鳥」的記載。「死化為鳥」情節

首見於東漢許慎之《說文解字》，但《說文解字》僅幾句交代而過，並無完整故

事記載。結合「死化為鳥」而有完整故事呈現則首見東漢李膺《蜀志》，後經來

敏《本蜀論》、常璩《華陽國志》之歷史化一度泯除「化鳥」之說，闞駰《十三

州志》復其面貌。 

唐宋典籍所載仍以漢魏為底本，情節變異不大，大抵保留「化鳥」之說。但

杜宇「淫其相妻」的記載在許慎之後以迄唐宋，幾乎不被接受。關於「鼈靈復生」

的情節，由於故事以杜宇英雄神為主，故宋代此情節有逐漸抽離的現象，至《路

史》更直接在杜宇神話外獨立出鼈靈神話，一分為二。而古籍中僅以羅列杜鵑鳥

特性，而未直接與故事結合的「啼血」與「啼血染花」情節則有賴唐詩的佐證，

得以明晰唐時早已流傳此二情節。一是杜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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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證杜甫時杜宇神話中「啼血」的情節早

已流傳蜀地；一是白居易〈山石榴寄元九〉「山石榴，一名山躑躅，一名杜鵑花，

杜鵑啼時花撲撲。九江三月杜鵑來，一聲催得一枝開」與成彥雄〈杜鵑花〉「杜

鵑花與鳥，怨艷兩何賖。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白居易已將杜鵑鳥與杜鵑

花結合，成彥雄則已透露「啼血染花」情節，可知最晚於晚唐五代時已流傳。 

元明清眾多典籍記載以承宋代《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路史》居多，

「化鳥」之說已定型，但仍有少數學者以科學精神駁斥之；另外，由於道教仙化

思想的影響，少數典籍出現杜宇「得道昇天」的結局，不取「化鳥」情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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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唐宋學者，除地理志不接受「淫其相妻」之說外，其它典籍大抵以中立立場保

留。「鼈靈復生」情節亦回復杜宇神話的記載中，呈現最初的原貌。而「杜鵑啼

血」在元明清典籍中亦有了分歧的看法，二十幾本中僅有六本提及，此反映出「啼

血」，甚至是「啼血染花」情節，活躍在唐詩中，逐漸走入文學或民間傳說，不

在典籍中出現。在元明清典籍中所載杜宇神話較為完整的為《說郛》、《蜀中廣

記》、《巵林》、《天中記》、《格致鏡原》等。 

 

二、 蒐羅杜宇神話的民間文學定本 

除了古籍所載杜宇神話，民間傳說透過人民口耳相傳的杜宇故事在後世經文

字記載寫成定本，尚可蒐羅到諸多材料。 

英雄化的杜宇神話中蒐羅到兩則，一則是在成都市金牛區流傳的「杜鵑聲聲

春啼血」故事，一則是袁珂《古神話選釋》輯錄的「杜宇與龍妹」故事，其變異

表現均在「務農」主題思想的深化，情節豐富動人，更符合英雄神話的原型模式。

另外，「杜鵑聲聲春啼血」故事中杜鵑啼血染花而成杜鵑花的情節，不僅具濃厚

的推原性質，更可補古籍所載之不足；「杜宇與龍妹」故事中愛情元素的加入、

人物身份的下降、英雄事蹟的改變（杜宇治水），均反映民間文學的集體願望。 

政治化的杜宇神話中亦蒐羅到二則，一是陶陽、鍾秀《中國神話》的「杜鵑

傳說」，一是《四川民間文學資料彭縣集成卷》的「鱉靈的故事」。前者的變異表

現在「民貴」思想的主題深化，杜宇回城、化鳥一段情節的豐富生動，故事結尾

並隱含強烈的政治諷刺意味。後者的變異則表現在「父位子承」封建思想的主題

思想，主次角色的更換與鼈靈英雄事蹟的傳奇化。「鱉靈的故事」的變異性大於

「杜鵑傳說」，鼈靈替換了杜宇，變成故事中的主要人物。 

愛情化的杜宇神話中蒐羅了三則，一是流傳都江堰市的「杜鵑仙子」，一是

「鼈靈與夜合樹」的故事，一是「望叢祠的傳奇」，均是愛情思想主題深化的表

現。另外，「杜鵑仙子」的變異尚有推原性質的濃厚，並呈現了民間故事愛情「傳

奇性情節」的重複現象。「鼈靈與夜合樹」變異極大，表現在主次角色的互換，

英雄形象更具體，且反映了四川地方「水葬」信仰和樹神崇拜的粘附。「望叢祠

的傳奇」不僅表現當地人對「望叢祠」信仰的崇拜，其變異尚有人物角色混同，

將古籍中杜宇之妻「朱利」演變成鼈靈之妻「朱莉」，而發展出三角戀情，情節

浪漫淒惋。 

整體而言，以古籍本所載情節為本而展開變異，傳承性較為濃厚的僅有「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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鵑聲聲春啼血」、「杜鵑傳說」兩個故事，而以「鱉靈的故事」和「鼈靈與夜合樹」

變異性最大，變成了「鼈靈神話」，而非「杜宇神話」了。 

 

三、 探究杜宇神話之文化意涵 

杜宇神話是一則蜀地神話，其形成背景與內在意涵和蜀地文化有著深厚的關

係。其形成與蜀地之歷史、地理與農業發展均有淵源；其內在意涵揭露了蜀民的

鳥崇拜、農神信仰與原型回歸的思維。 

（一）形成背景 

就歷史背景而言，《華陽國志》揭示的古蜀五祖：蠶叢、伯濩、魚鳧、杜宇、

開明，杜宇為第四代，其文治武功與教化之德在古蜀歷史是空前絕後的，可見其

在古蜀歷史的地位之高，自然受到蜀民高度的崇敬，而能升格為神話人物。因此

就蜀民來說，杜宇神話不僅僅是一則英雄神話，亦是一則帝王神話、祖先神話。 

就地理背景而言，成都平原地理位置造成的水患問題，治水工程成為歷代蜀

地之大事。鼈靈決玉壘山、開金堂峽，治水成功之事在《輿地紀勝》、《金堂縣續

志》均有記載，並非虛構，是以杜宇神話中「鼈靈治水」成為故事中相當重要而

富神奇色彩的一段。 

就農業發展來說，四川平原的地理優勢提供農業發展的有利因素，是以至少

在商周之際，古蜀國所據的成都平原已發展為中國水稻栽培的中心之一了。杜宇

時代約相當於西周至春秋時期，其王朝統治是蜀先民從漁獵進入農耕的重要轉

折，是杜宇神話強調其「教民務農」偉大貢獻，並在死後化鳥啼鳴，每年三月提

醒人民該耕種了。 

 

（二）鳥崇拜 

「化鳥」是杜宇神話最重要的部分，其內涵根源於古蜀一段鳥崇拜信仰的歷

史，古蜀五祖中的伯濩、魚鳧、杜宇三朝，諸多巴蜀文化研究者均認為他們是鳥

崇拜的部落，從其命名再考諸三星堆出土文物，均可得到證實。 

然而鳥崇拜不惟存在巴蜀先民的信仰中，早在東夷的太陽崇拜的民族便有鳥

崇拜的觀念，《世本》言蜀的先祖是黃帝的後代，《華陽國志》記載是黃帝孫子帝

嚳（帝俊）封其支庶在此，才有蜀國。故就此觀點來看，學者亦揣測蜀為東方太

陽神（鳥崇拜）的一支，但定居於蜀地之後，承繼太陽神系的崇鳥觀念，經而與

當地自然崇拜結合，逐漸發展出一套獨特的鳥崇拜思維。表現在杜宇神話中，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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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蜀民對杜鵑鳥的崇拜，杜甫詩中「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表現了唐代蜀

民仍留有見到杜鵑鳥便膜拜的習俗。 

 

（三）農神信仰 

    蜀地與農業，鳥與農神的特殊關聯均在杜宇神話中透顯其文化意涵。將候鳥

視為民族的穀神（農神），在許多民族的神話傳說裡都有，乃因候鳥的春來秋去

與季節循環相為表裡，正與播種收割時令相合，於是鳥崇拜成為農業民族的一種

象徵。杜宇的化鳥與升格為農神的民間信仰正透顯了此種「原始意象」的表徵。 

   蜀地的農神信仰不只表現在杜宇神話中，在農神后稷身上尤其明顯。據《山

海經》，后稷既與蜀先祖同為帝俊之後，其歸葬又在「都廣之野」，即成都平原的

中心。農神葬於此，於是從此「百穀自生」。杜宇神話中透顯的農神信仰正賴蜀

地此種信仰優勢。其滲透在民間傳說中尤其濃厚，成都市金牛區流傳的「杜鵑聲

聲春啼血」故事與袁珂《古神話選釋》輯錄的「杜宇與龍妹」故事均不斷深化「務

農」的主題思想，透過杜宇死化為鳥聲聲催耕的啼鳴，表達出當地農神信仰的思

維。 

 

（四）死而復生 

杜宇化鳥藉變形而復生乃透過不同形式以跨越生死，是對俗性時間的消解，

以達到化入聖性時間的永恆，此為宗教儀式、神話思維裡經常呈現的「原型回

歸」。 

杜宇神話中杜宇死亡乃化入循環、成為永恆之必要；其變形是復生的行為，

代表轉折、突破和超越。古蜀先民以「生命一體化」的熱情將杜宇變為杜鵑鳥，

化入周而復始的循環節奏，以跳脫現實時間的有限，在神話時間的無限裡貫徹他

生前的意志。 

杜宇神話中的啼血隱喻，紅色的血是生命熱烈、執著、希望的表徵；在古代

宗教信仰裡，血是重回生命起點的開始，亦是復生、永恆回歸的媒介。其啼血染

花而成杜鵑花，是以紅杜鵑的植物榮枯化入季節流轉的原型時間，達到永生的象

徵。 

杜宇神話中的鼈靈復生反映出巴蜀古族的水中轉生現象，是一種非常獨特的

水緣文化。由水崇拜而認為水具有催生和起死回生的功能。鼈靈的「自井中出」、

「尸反泝流」而復生均表現此種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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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確立唐詩中杜宇神話象徵的思想主題 

以所蒐羅的將近兩百首唐詩來看，文人藉由化用杜宇神話或杜鵑啼鳴不外彰

顯愁緒的抒發，依其主題思想分成三大類：一是托物詠懷——個人情志之寄託，

二是思人懷鄉——相思離愁之觸媒，三是借古諷今——時代控訴之載體。唐詩以

之為材，不出此三種抒情範式。 

就托物詠懷而言，神話中杜宇王一生由盛而衰的強烈對比，充滿悲劇色彩，

正與失意文人的際遇相同；「淫其相妻」的指控、退位後憂憤而死，其不白之冤

正與文人懷才不遇之屈相類；其「化鳥」彰顯的神話思維，以變形化入時間的流

轉，成為永恆的回歸，正與道家齊物逍遙、與萬化冥合的生命情境相通，故能成

為文人哲思體悟闡發的素材。因此藉杜宇神話或杜鵑啼鳴詠懷，可以烘托個人悲

愁、指涉冤屈、象徵懷才不遇、疊加哀怨，並寄託生命無常的哲思與精神的絕對

自由、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逍遙自在。 

就思友懷鄉而言，神話中杜宇王退位隱居後對人民的思念使他死化為鳥，飛

回故國；杜宇王離去後，人民對望帝的深深思念，讓他們聽聞鵑啼便認定是望帝

回來了。故事中蜀民與望帝在「思念」中彼此心意相通，架構成淒美的故事。另

外，《異苑》揭示的杜鵑「主離別」意蘊與《蜀王本紀》言其啼鳴若曰「不如歸」，

而子規又與「子歸」諧音，這些元素都使其在文人筆下以之為相思離愁之觸媒。

因此文人大量在其作品中，以杜鵑意象表達思友、贈友、別友，甚至是思親之情；

更廣泛地，將其意象視為思鄉文學中非常重要的元素。鄉愁之抒發，每每輔以杜

鵑啼鳴以烘托思念之情。 

就借古諷今而言，神話中杜宇帝王身份易於標誌對象（君王或領導人物）的

指涉，退位失勢的悔恨乃諸多朝代君王之共同經驗，適宜提供為政者反思與前鑒

的警惕；杜宇王朝之覆亡，於是在歷史上被冠上亡國的符碼，成為文人每逢末世

之悲的抒情載體；人化為鳥、物化無常，現實的無法掌控，亦為文人面對政壇無

奈徒嘆興悲的寄寓媒介；加上「不如歸去」的聽覺意涵與悲鳴淒涼氛圍恰如離亂

時代人民心中的痛苦哀嚎。因此藉杜宇神話與杜鵑啼鳴借古諷今，往往表露在現

實環境的不滿、指涉君臣的無能顢頇，或是渲染黍離之悲、象徵末世之哀、反映

人民苦痛、譏諷時政、控訴不平。 

上述三類之中，以相思離愁之觸媒使用最為廣泛，作品作家數量最多；作為

個人情志之寄託次之；而以時代控訴之載體較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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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細列唐詩中杜宇意象使用的機制 

以杜宇神話以詠懷、抒愁、諷喻，在文人的巧思創意中，以多樣的擷取角度

而突顯出不同的心理機制。 

（一） 托物詠懷——含冤、啼血、花鳥意象為主 

   整理盛唐至晚唐五代以杜宇神話用於「托物詠懷——個人情志之抒發」，其意

象如下表： 

 

盛唐 中唐 晚唐五代 

悲啼 

化鳥 

 

含冤 

啼血 

悲啼 

花鳥 

 

含冤 

啼血 

悲啼 

花鳥+啼血 

植物 

化鳥 

飛鳥 

 

就托物詠懷來看，從神話中擷取入詩之意象有悲啼、化鳥、含冤、啼血、花鳥、

植物、飛鳥等，其中以含冤意象使用最多，啼血次之，花鳥其次。蓋神話中杜宇

含冤而死，其愛民之心生前不得彰顯，待死後始可遂願，正是詩家懷才不遇、人

生失意的寫照，其不平之鳴藉杜宇神話的含冤意象帶出，委婉含蓄，直而不露。

神話中鵑鳥啼血，是望帝悲之極致，血亦是旺盛生命力、熱情、執著不悔的表徵，

詩人以啼血意象入詩，不僅表現自己極度失意悵惘，亦藉血的紅色意象，象徵自

己對生命的熱情不悔，正因其熱情執著，才會在挫折失意時受到莫大的打擊。神

話中啼血染花而成杜鵑花，使杜宇以候鳥和植物化入時間的流轉中，超越現實，

於是文學中杜鵑以花鳥重意象出現，一則疊加詩人哀怨的程度，二則隱含詩人亟

欲擺脫現實的強烈願望。 

 

（二） 思人懷鄉——悲啼融文化、夜啼、雨中鵑啼、花落鵑啼意象為主 

    整理盛唐至晚唐五代以杜宇神話用於「思人懷鄉——相思離愁之觸媒」，其

意象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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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 中唐 晚唐五代 

悲啼+文化 

夜啼 

悲啼 

花鳥 

 

悲啼+文化 

夜啼 

悲啼 

花落+鵑啼 

植物 

暮啼 

啼血 

含冤 

悲啼+文化 

夜啼 

悲啼 

花落+鵑啼 

植物 

雨景+悲啼 

蝴蝶+杜宇 

湘妃+杜宇 

 

就思人懷鄉來看，從杜鵑傳說擷取悲啼、暮啼、夜啼、花鳥、含冤、植物、花落

鵑啼、悲啼融文化、悲啼融雨景、周蝶與杜鵑並列、湘妃與杜宇並列等意象，其

套用神話意象的意味不若托物詠懷濃厚，而與杜鵑相關傳說，如「出蜀中」、「主

離別」、「夜啼達旦」等較有關聯。這些意象大抵以聽覺意象為前提，以融入文化

意象使用最頻繁，夜啼、雨中鵑啼、花落鵑啼次之。蓋古籍記載與口傳文學中已

賦予杜鵑、杜宇神話為蜀地特有風物的文化意涵，故舉凡文人出蜀、入蜀、送友

入蜀、送友出蜀，進而凡其詩中場景與巴蜀有關的，均將杜鵑悲啼聲寫入詩中，

烘托離愁。故此一抒情範式上，大抵仍以巴蜀文化意象為杜宇神話或杜鵑的內在

意蘊。夜啼意象則更能側面寫出文人夜半不寐，獨聞鵑啼的情狀，思人、鄉愁正

是不寐的主因，而以子規啼鳴烘托之。雨景的淒冷朦朧色調恰與悲啼聲的憂傷哀

怨互為表裡，花落的失意悵惘正與鵑啼的悲情底醞形成視覺、聽覺的通感效果，

於是在離亂的晚唐五代更為大放異彩。 

 

（三）借古諷今——亡國、含冤、帝王意象為主 

    整理盛唐至晚唐五代以杜宇神話用於「借古諷今——時代控訴之載體」，其

意象如下表： 

 

盛唐 中唐 晚唐五代 

帝王 

含冤 

 

含冤 

啼血 

花鳥 

悲啼 

思歸 

帝王 

含冤 

啼血 

花鳥 

悲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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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國 

 

就借古諷今而言，從杜宇神話擷取帝王、含冤、悲啼、思歸、啼血、亡國、花鳥

等意象，大抵仍以聽覺意象為主體，而以亡國、含冤、帝王意象使用最多。晚唐

五代此類之作最多，時代亂離造成文化場域的悲涼氛圍籠罩，於是藉神話亡國的

符碼以表露詩人強烈的末世之哀；時代造成文人的抑鬱，現實斷送一生的抱負理

想，其含冤意象正可為控訴主體，子規的哀鳴正似人民的呻吟與指控。帝王意象

的使用則以盛唐杜甫最擅，寓居四川的詩人，既思及朝廷腐敗、政治現實，又聽

聞當地望帝傳說的警戒，故將二者綰和，成為諷喻之載體。 

 

六、 梳理唐代作家對其意象開拓的貢獻 

綜觀所有唐詩，可以發現杜宇意象之開拓成於某些詩人之手，又加上一些詩

人的喜愛，使得中唐已迄晚唐五代，這一意象的使用逐漸成為固定的抒情範式。 

（一） 沈佺期 

其〈夜宿七盤嶺〉是唐代以子規聲入詩的第一人，既以之抒發鄉愁，亦藉

入蜀帶出子規的文化意象，筆者以為其與平仲（銀杏）並列，均有「清白」的寄

寓。若以此角度來看，此詩是有套用杜宇神話含冤意味在的。但就文字上，其意

味甚為淡薄。沈佺期寄寓的真意已無從考辨，只可揣測，但以子規悲啼融文化意

象以帶出懷鄉之情在唐詩中乃發軔之作。 

 

（二） 王維 

盛唐王維承繼沈佺期的悲啼與文化意象之使用，但王維用於贈友、別友，

其〈送崔五太守〉、〈送楊長史赴果州〉、〈送梓州李使君〉三首均因友人赴蜀而作，

文化意涵特別濃厚；且王維與此一意象的使用上並無悲愁的渲染，多是積極正面

的祝福，與其坦然寬慰的詩風相合。故杜鵑意象在文人的書寫過程中，一開始並

不一定是悲愁的象徵，其悲愁象徵是在王維之後大量詩人創作中積累而成的。 

 

（三） 李白 

李白對杜鵑意象的開拓居功厥偉，其份量在盛唐詩人僅次於杜甫，加上他對

後代詩人的影響，同樣也帶動了文人對子規意象的關注。其〈斷句〉以化鳥意象

寄託精神的絕對自由，其〈蜀道難〉以夜啼融文化意象以詠懷，最為膾炙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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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已用到了花落鵑啼的意象，〈書情寄從弟邠州長

史昭〉更強調夜啼意象，均用以思人懷友，無疑啟發了後人的創作。〈奔亡道中

其五〉已融入了黃昏場景以暮啼意象為之，道出深切的懷鄉之情；〈宣城見杜鵑

花〉尤受推崇，以杜鵑花鳥意象疊加哀愁，道出對故鄉四川的思念，更可明瞭一

個蜀地作家對故鄉風物、傳說之熟稔。 

 

（四） 杜甫 

杜甫對杜鵑意象的開拓不亞於李白，其最大的貢獻乃在現實精神的表現。他

以帝王意象和含冤意象指涉政治現實，飽含愛國精神，不僅引用神話意象最為濃

烈，亦使杜鵑的蜀地文化意蘊擴大為民生關懷的人文意義，是詩歌史上偉大的貢

獻。其〈杜鵑行〉、〈杜鵑〉、〈客居〉、〈虎牙行〉均為此類之作。杜甫亦以子規意

象以思人懷鄉，〈玄都壇歌寄元逸人〉以之思人，〈法鏡寺〉、〈子規〉則為鄉愁的

渲染。 

杜甫的另一個貢獻則在「啼血意象」的開拓，其「其聲哀痛口流血」是首將

「杜鵑啼血」寫入作品中的詩人，也是將杜宇神話與啼血之說綰和的第一份材

料，補足了古籍中記載不明的口傳故事情節。 

 

（五） 顧況 

顧況亦善於以杜宇意象入詩，其〈露青竹杖歌〉、〈子規〉藉含冤意象以詠

懷，〈攝山聽子規〉已能承繼杜甫開拓的啼血意象寄託個人冤屈，〈送大理張卿〉、

〈 憶故園〉則以夜啼意象烘托離愁。〈露青竹杖歌〉中「碧鮮似染萇弘血，蜀帝

城邊子規咽」為唐代詩人中首位關注到萇弘與杜宇兩神話之異質同構，而繼承左

思「碧出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魂」之用法，以其並列意象入詩者。 

 

（六） 武元衡 

    武元衡由於曾任西川節度使，故亦善於以杜宇意象入詩，其〈望夫石〉藉悲

啼意象詠古抒懷，〈夕次潘山下〉、〈春曉聞鶯〉融入蜀地文化意象以懷鄉，〈送柳

郎中裴起居〉、〈同張惟送霍總〉則以暮啼和花落鵑啼意象作為別友之相思離愁烘

托。而其〈望夫石〉中「湘妃泣下竹成斑，子規夜啼江樹白」首將湘妃與杜鵑悲

鳴意象並列，影響了中、晚唐詩人對此並列意象之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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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元稹 

     元稹曾於三十一歲充任劍南東川詳覆使，由於身在四川，對杜鵑傳說之熟

稔，故亦善以其意象入詩。表現其新樂府諷喻精神有〈思歸樂〉，是詩人作品中

首次以「思歸樂」之名入詩，亦是子規「思歸」之意的顛覆批判，使之暫時跳脫

了相思離愁的悲愁意蘊。〈西州院〉、〈望喜驛〉均以悲啼融文化意象表懷鄉之情，

〈宿石磯〉、〈酬樂天舟泊夜讀微之詩〉則以夜啼意象烘托離愁。 

 

（八） 白居易 

白居易以杜鵑意象入詩居中唐文人之冠，與好友元稹同表新樂府諷喻精神

之作有〈和思歸樂〉，用法、意蘊亦如元稹。〈郊下〉以悲啼意象詠懷，〈江上送

客〉融文化意象以別友，〈送春歸〉則以花鳥意象詠懷，〈琵琶行〉又藉啼血意象

以懷鄉，〈雨中赴劉十九二林之期及到寺劉已先去因以四韻寄之〉、〈山石榴寄元

九〉獨取植物（杜鵑花）意象以思友，〈〈〈〈十年三月三十日别微之於灃上十四年三

月十一日夜遇微之於峽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别言不盡者以詩終之因賦七言十七韻

以贈且欲記所遇之地與相見之時為他年會話張本也〉亦藉悲啼融文化意象以思

友，其中「月弔宵聲哭杜鵑」一句尤其感人，一個「哭」字以通俗的用法將神話

原型與作者心境點染而出。白居易亦是首位獨取杜鵑花植物意象為歌詠之主體的

詩人，而其杜鵑意象之使用亦橫跨托物詠懷、思人懷鄉、藉事諷喻三類主題。 

 

（九） 李商隱 

李商隱是晚唐詩人中使用杜宇意象入詩相當廣泛且成功受到讚賞的一位，其

主題的抒發亦橫跨托物詠懷、思人懷鄉、藉事諷喻三類。〈錦瑟〉、〈哀箏〉以含

冤意象詠懷，〈井泥四十韻〉以化鳥意象抒情，〈三月十日流杯亭〉藉花落鵑啼意

象以懷鄉，〈燕臺四首——夏〉融雨景與杜鵑悲啼以思人，〈北禽〉、〈井絡〉則藉

帝王意象諷喻時政，〈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藉含冤意象控訴不平。其周蝶與

杜宇並列意象「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和湘妃和杜鵑並列意象「湘

波無限淚，蜀魄有餘寃」均受讚揚，對晚唐五代詩人承此意象的書寫策略影響甚

大。 

 

（十） 薛能 

以杜鵑意象入詩，薛能亦有四首，〈麟中寓居寄蒲中友人〉藉夜啼意象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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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初發嘉州寓題〉則融入文化意象表達別友之情，其中最具開創意義的是〈題

開元寺閣〉和〈嘉陵驛〉，將杜宇轉為一般飛鳥意象，表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

境界追求。 

 

（十一）鄭谷 

在晚唐五代詩人中，鄭谷是以杜宇意象為離愁象徵且融入文化意象意味相

當濃厚的一位，其六首詩作，除了〈荔枝樹〉以悲啼隱含諷喻之外，〈送進士盧

棨東歸〉、〈嘉陵〉、〈蜀中〉、〈遊蜀〉、〈送進士王駕下第歸蒲中〉五首均以烘托離

愁，或思友，或懷鄉，五首中有四首以悲啼與文化意象交融，這當然與鄭谷曾經

歷一段很長的蜀中歲月有關。 

 

（十二）吳融 

    在唐人詩作中，吳融是以杜宇亡國意象烘托末世之悲最為濃烈的一位，七首

中，除〈玉女廟〉、〈聞杜鵑〉以詠懷外，餘皆以亡國意象表露時代之哀。不僅如

此，其神話意象的使用最為濃厚，〈岐下聞子規〉、〈子規〉中同時以亡國、啼血

和花鳥意象入詩，〈秋聞子規〉亦以亡國、含冤、啼血意象表露，其疊加的哀怨

不平尤甚。 

 

（十三）李中 

以子規意象入詩，李中有八首之多，在晚唐五代亦屬大家，但其主題的呈現

均表露一致，全作為離愁之觸媒。在李中筆下，更可見此一範式在晚唐五代已趨

成熟。〈子規〉、〈途中聞子規〉、〈暮春有感寄宋維員外〉、〈鍾陵禁煙寄從弟〉均

藉花落鵑啼意象烘托離愁，〈暮春吟懷寄姚端先輩〉藉周蝶、杜鵑並列意象以思

人，〈下蔡春暮旅懷〉、〈獻喬侍郎〉、〈海上春夕旅懷寄左偃〉則藉夜啼意象而懷

鄉。 

 

   茲將上敘詩人對杜宇意象之貢獻表列如下： 

 

 首用 居冠 蜀人 曾入蜀 

沈佺期 抒發鄉愁 

夜啼意象＋文化意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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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 思人 

積極意義 

   

李白 用化鳥意象以詠懷 

花鳥意象 

周蝶＋杜宇 

花落＋鵑啼 

黃昏＋鵑啼 

盛唐詠懷之作 

盛唐思人懷鄉之作 

○  

杜甫 以帝王意象諷喻 

以含冤意象諷喻 

杜鵑＋山鬼 

盛唐借古諷今之作  ○ 

顧況 萇弘＋杜宇 中唐詠懷之作   

武元衡 湘妃＋杜鵑   ○ 

元稹 思歸意象   ○ 

白居易 植物意象 中唐杜宇意象入詩  ○ 

李商隱  晚唐五代以杜宇意象入詩 

晚唐詠懷之作 

 ○ 

薛能 飛鳥意象    

鄭谷  晚唐五代融悲啼和文化意

象以思人懷鄉之作 

 ○ 

吳融 亡國意象 晚唐五代以亡國意象以諷

喻之作 

  

李中  晚唐五代思人懷鄉之作   

 

 

七、 彰顯杜宇意象之四川文化意義 

杜宇神話源於《蜀王本紀》，其形成之歷史、地理與人文背景無不與蜀地有

著深刻淵源，加上杜宇意象廣泛使用乃從唐代詩人開始，這些唐代詩人與其出

蜀、入蜀、經蜀的際遇有著深厚的關係，故往往在作品中刻意以杜宇意象入詩，

或托物詠懷，或思人懷鄉，或藉事諷諭。 

唐代之前，左思〈蜀都賦〉之首用已揭示其文化意義，以「鳥生杜宇之魂」

敘述蜀都活躍歷史長河中之敻遠。從初唐到初、盛唐之際，沈佺期〈夜宿七盤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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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蘇頲〈曉發方騫驛〉延續左思的用法，均於典故中涵蓋四川文化意義。至盛唐，

李白、杜甫為此一意象使用的大家，一是出蜀文人，一是入蜀文人，兩者身份亦

離不開四川的地域關係。李白以半個蜀人的身份，自幼年至青年均居蜀地，自然

對蜀地風物傳說相當熟稔，以杜宇意象入詩更人彰顯對四川特有的「鄉愁」，其

以之入詩共計六首，用以思人懷鄉即有四首。杜甫在安史之亂時，隨玄宗入蜀，

蜀地不同於中原的文化特色對一個敏感的詩人來說，自然吸引其關注的目光；加

上國事之糜爛，人民飽受流離之苦，看在杜甫眼中，悲戚的杜宇神話好似訴說了

這一切，於是這現實風格的代表作家在其筆下將懷鄉的主題思想轉而為對時政的

控訴。他的作品共有七首，三首思人懷鄉之作，四首用於借古諷今，其中有五首

均融文化意象於詩中表現深刻的四川意義。而另一大家王維雖非蜀人，亦無入

蜀，然其〈送崔五太守〉、〈送楊長史赴果州〉、〈送梓州李使君〉三首均在友人入

蜀之際，用杜宇意象入詩以贈友，自有其文化意涵。 

至中唐，最能彰顯杜宇意象的四川文化意義者乃武元衡，武元衡首次以宰

相身份入蜀時，寫下〈夕次潘山下〉，即以「旅情方浩蕩，蜀魄滿林啼」杜宇的

悲啼意象與地域色彩以表達懷鄉之情；後為西川節度使任內，又以〈春曉聞鶯〉：

「猶疑蜀魄千年恨，化作冤禽萬囀聲」反映自己遠隔在外，思鄉且含冤的埋怨之

情。其幕僚與同朝群臣奉和之作，許孟容〈奉和武相公春曉聞鶯〉和楊巨源〈和

武相公春曉聞鶯〉均同在杜宇意象的使用上反映出神話的地域色彩。另外，元稹

出使東川時，亦在〈西州院〉、〈望喜驛〉二詩中，藉杜宇意象流露思歸之情；白

居易亦在元和十四年前往忠州（在四川）途中寫下〈〈〈〈十年三月三十日别微之於灃

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於峽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别言不盡者以詩終之因賦

七言十七韻以贈且欲記所遇之地與相見之時為他年會話張本也〉，以「風淒暝色

愁楊柳，月弔宵聲哭杜鵑」襯托離情，十五年在忠州時寫下〈江上送客〉，以「杜

鵑聲似哭，湘竹斑如血」烘托離愁，同樣在杜宇意象的使用上不脫杜宇神話源頭

的地域色彩。 

進入晚唐五代，出蜀文人雍陶亦將其文化意涵彰顯，其〈聞子規〉和〈聞

杜鵑〉中均以杜鵑聲為鄉音的代表；鄭谷曾因黃巢之亂入蜀，前後三次，其蜀中

經歷亦相當豐富，故其作品使用杜宇及其文化意象者比雍陶還多，計有〈嘉陵〉、

〈蜀中〉、〈遊蜀〉、〈送進士王駕下第歸蒲中〉四首，前三首表達懷鄉之情，末一

首兼有思友之情，均為蜀中歲月之作，深蘊濃厚的地域色彩。另外，李遠〈送人

入蜀〉、喻鳧〈送友人罷舉歸蜀〉、齊己〈送人自蜀迴南遊〉均為送人入蜀、出蜀



253 

 

時運用杜宇意象的作品，而溫庭筠〈錦城曲〉、薛能〈初發嘉州寓題〉、棲蟾〈宿

巴江〉亦以杜宇意象表達身在四川時思人懷鄉之情。羅隱〈子規〉、曹鄴〈四望

樓〉、劉兼〈蜀都春晚感懷〉、姚揆〈村行〉點明身在四川，在杜宇意象的使用上，

一樣彰顯地域色彩。 

在文化意象的表現上，共計初盛唐有十二首，中唐十七首，晚唐五代十七

首。其與各階段詩總數之比較如下表： 

 

 盛唐 中唐 晚唐五代 

杜宇意象詩總數 18 69 108 

文化意象詩總數 12 17 17 

 

由上表可清楚看出，將文化意象融入杜宇意象當中以突顯四川的文化地域

色彩，在盛唐佔三分之二，中唐約佔四分之一，晚唐五代約為六分之一。此突顯

杜宇意象開始使用時其地域色彩是相當濃厚的，然由於使用的廣泛，其地域色彩

會逐漸褪色，當其成為文人慣用的書寫策略時，其悲啼意象不斷被強化，而其文

化意象不斷被削弱。 

另外，再看文化意象使用的主題抒發比較如下： 

 

 盛唐 中唐 晚唐五代 總計 

托物詠懷 1 0 1 2 

思人懷鄉 8 17 13 38 

借古諷今 3 0 3 6 

 

總共四十六首融地域色彩於其中的詩裡，用於思人懷鄉的便有三十六首，足見將

文化意象入詩，在唐詩中幾可視為藉杜宇意象以思人懷鄉的抒情範式。 

 

八、 開展杜宇意象的後續研究 

以杜宇神話或杜鵑意象入詩如本論文所敘，從唐代詩家作品中已確立「托

物詠懷」、「思人懷鄉」、「借事諷喻」三類，後代文人繼之。然而由於時代變異，

文化場域的改變，加上不同文類風格的轉變，杜宇意象的使用也出現了變化。如

從五代花間詞人大量的作品當中，便可窺見其意象已逐漸隨著詩風的轉變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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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相思閨怨」的主題路線走。此路線可說是從「思人」這一主題細分而出的，

當然也與杜鵑傳說中愛情化的故事有契合之處。傳說故事中的男女之情、死後相

思都直接可作情人、夫妻別後相思的指涉，其「催歸」、「思歸」的內蘊亦飽含深

刻挽留不捨之情。試看下列晚唐五代詞作，其風格已甚為明確： 

    溫庭筠〈菩薩蠻〉： 

 

玉樓明月長相憶，栁絲嫋娜春無力。門外草萋萋，送君聞馬嘶。 畫羅金

翡翠，香燭銷成淚。花落子規啼，緑窗殘夢迷。
744

 

 

此詞寫美人送別情侶後的相思之情。上片由現實憶及往昔，寫出送別的情景，景

中有情，情中有景。正因「長相憶」，相思無奈，才使「春無力」，實則無力的是

人而非春。三四句正面點出送別，馬鳴與芳草萋萋都是悲愁的渲染。下片重回現

實，從周圍環境氛圍來表現閨中女子的相思之愁。「畫羅金翡翠，香燭銷成淚」，

寫出女子獨守空閨的孤寂，上句反襯，下句正襯。「花落子規啼，緑窗殘夢迷」，

以春景衰頹、美人夢殘作結。「花落」點出暮春，也暗示美人凋零的夢想，呼應

後面的「殘夢」，「子規啼」則以聽覺的悲苦象徵美人心中的淒涼，最後「綠窗」

的精美與「殘夢」的縹緲終將化為一個「迷」字作結。
745

全詞瀰漫在痴迷悵惘的

相思情懷中，以「子規」意象入男女相思之愁。 

溫庭筠〈河瀆神〉： 

 

河上望叢祠，廟前春雨來時。楚山無限鳥飛遲，蘭櫂空傷别離。 何處杜

鵑啼不歇？豔紅開盡如血。蟬鬢美人愁絶，百花芳草佳節。
746

 

 

溫庭筠一改〈河瀆神〉迎神詞調的本意，全詞以寫景為主，藉景抒情，在此一詞

牌的寫法上是一大創新。上片以「河上望叢祠，廟前春雨來時」，緣題而詠祠廟，

寫主人翁乘船而行，在船中望見山上綠樹掩映中的祠廟，被濛濛煙雨所籠罩，顯

得淒迷朦朧。「楚山無限鳥飛遲，蘭櫂空傷别離」，由景生情，言似乎連飛鳥也好

像被雨水打濕了翅膀，飛行速度變慢，遲遲衝不出山的包圍，就好像離鄉的親人

想要早日回故鄉，卻怎麼也飛越不了重山的阻隔，空被離愁封鎖。下片進一步渲

                                                      
744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八九一，頁 10063。 
745

 張紅編著：《溫庭筠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3 年），頁 33～36。 
746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八九一，頁 1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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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思鄉之情，以「何處杜鵑啼不歇？豔紅開盡如血」化用杜宇神話的原型，將花

鳥二重意象寫入。杜鵑鳥悲切的啼聲彷彿啼血灑在殷紅的花上，灑滿了整個山野

間。最後「蟬鬢美人愁絶，百花芳草佳節」，設想心上人亦為離別憂愁，上句於

美艷中帶著感傷的色彩，下句則以百花盛開反襯別情之苦。
747

故此詞以杜鵑花鳥

二重意象象徵別情之苦。 

溫庭筠另一首〈河瀆神〉： 

 

孤廟對寒潮，西陵風雨瀟瀟。謝娘惆悵倚蘭橈，淚流玉筯千條。 暮天愁

聽思歸樂，早梅香滿山郭。回首兩情蕭索，離魂何處飄泊？
748

 

 

此詞與上首相似，亦以河邊祠廟為背景，抒發離愁。上片由「孤廟」寫到「寒潮」，

又拓展到「風雨蕭蕭」，盡是淒冷、孤寂的情調。「謝娘惆悵倚蘭橈，淚流玉筯千

條」，則寫人物的淒零，謝娘因情人遠在異鄉，相見無期而愁腸百結。下片仍以

子規渲染離愁，不用前一首的「杜鵑」之名，而改用「思歸樂」，由鳥「不如歸

去」引人思歸的悲鳴聲入情，帶出「回首兩情蕭索，離魂何處飄泊」點題，說出

兩人闊別許久，音訊杳然的離別之情。
749

此詞仍以子規意象作為離別相思悲愁的

渲染。 

韋莊〈天仙子〉： 

 

夢覺雲屏依舊空，杜鵑聲咽隔簾櫳。玉郎薄倖去無蹤，一日日恨重重，淚

界蓮顋兩線紅。
750

 

 

此詞乃為閨怨詞，表達女子對情郎相思之愁。首二句寫出女子久候男子未歸的落

寞，「杜鵑聲咽隔簾櫳」以杜鵑的悲咽聲隱喻女子的悲傷。下文的「恨重重」、「淚

界蓮顋兩線紅」都將女子的情愁具體呈現。故此詞杜鵑的意象亦同溫庭筠的書寫

策略，將之作為男女相思的悲愁氛圍渲染。 

韋莊〈酒泉子〉： 

 

                                                      
747

張紅編著：《溫庭筠詞新釋輯評》，頁 207～210。 
748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八九一，頁 10066。 
749

張紅編著：《溫庭筠詞新釋輯評》，頁 211～214。 
750

全詞四段，此乃節錄其中一段。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八九二，頁 10073。 



256 

 

月落星沈，樓上美人春睡，綠雲欹，金枕膩，畫屏深。  子規啼破相思夢，

曙色東方纔動。柳煙輕，花露重，思難任。
751

 

 

此詞與〈天仙子〉風格相似，亦在抒發閨中女子相思之愁。上片敘美人春睡，下

片一句「子規啼破相思夢」驚醒了睡夢中的美人，子規聲引人相思，伊人不在，

長夜孤寂，美人難堪相思之愁，故言「思難任」。此詩中子規意象亦是男女相思

的表徵。 

     

鈿轂香車過柳堤，樺煙分處馬頻嘶。為他沈醉不成泥。  花滿驛亭香露細，

杜鵑聲斷玊蟾低，含情無語倚樓西。
752

（張泌〈浣溪沙〉） 

 

柳色遮樓暗，桐花落砌香。畫堂開處逺風涼。髙巻水精簾額，襯斜陽。  岸

柳拖烟綠，庭花照日紅，數聲蜀魄入簾櫳。驚斷碧窗殘夢，畫屛空。  錦

薦紅鸂鶒，羅衣繡鳳皇，綺疏飄雪北風狂。簾幕盡垂無事，鬱金香。
753

（張

泌〈南歌子〉） 

 

等閒將度三春景，簾垂碧砌參差影。曲檻日初斜，杜鵑啼落花。恨君容易

處，又話瀟湘去。凝思倚屏山，淚流紅臉斑。
754

（李珣〈菩薩蠻〉） 

 

春夜闌，春恨切，花外子規啼月。人不見，夢難憑，紅紗一點燈。  偏怨

别，是芳節，庭下丁香千結。宵霧散，曉霞暉，梁間雙燕飛。
755

（毛文錫

〈更漏子〉） 

 

月沈沈，人悄悄，一炷後庭香嫋。風流帝子不歸來，滿地禁花慵掃。  離

恨多，相見少，何處醉迷三島。漏清宫樹子規啼，愁鎖碧窗春曉。
756

（尹

鶚〈滿宫花〉） 

 

                                                      
751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八九二，頁 10073。 
752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八九八，頁 10145。 
753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八九八，頁 10148。 
754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八九六，頁 10121。 
755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八九三，頁 10102。 
756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八九五，頁 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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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作品閨怨風格均甚為甚濃厚。 

韋應物〈子規啼〉以此意象思念亡妻之後便不復見用於男女相思，李商隱〈燕

臺四首——夏〉將之直指所思念的女子，則是男女相思意象的開創。到溫庭筠、

韋莊、及花間詞人嘗試將之入於詞作後，其悲愁氛圍用於渲染男女相思之情尤為

哀婉淒絕，可見其閨怨風格的開拓，並對宋代詞人的創作有了深遠的影響。宋代

文人使用杜宇意象入詩詞的現象不亞於唐代，有待後續進一步的研究；元明清文

人亦有所繼承，足供豐富的探討空間。 

 

盱衡浩瀚文海，環視學術殿堂，本論文以「杜宇神話」為題展開研究，雖在

荒漠中走出小徑，然而不足之處甚夥，續待後進致力研究，齊開出炫麗花朵。不

足之處如下： 

一、本論文於資料的蒐集以在台灣的傳世文獻為主，受限於地域阻隔，田野調查

與當地尚未形諸文字之口傳資料的缺少，在民間傳說的蒐羅上實屬薄弱。期後續

研究在田野調查、口傳資料取得的便利條件下，蒐羅完整，以作更廣泛確實地探

討。 

 

二、文學意象的分類上，由於作家指涉的豐富或不明確，一些詩作主題思想呈現

模稜兩可的的模糊地帶，如抒懷與諷喻之間，當詩家的箋注資料缺乏，文字意義

又不明確時，筆者的解讀可能落入主觀的臆測。然願以寬闊的胸襟，傾聽不同的

批判，提供更正確的解讀方向。 

 

三、作品的解讀上，由於兩百多首唐詩中，跨越九十幾位作家，分析上需從其生

平繫年、時代氛圍、文化場域探索其創作動機，以明晰其意象指涉，方能做出完

整而明確的詮釋。然而作家眾多，無法個個深入；加上晚唐五代諸多作家不受重

視，缺乏箋注與生平資料，作品無法繫年，故於解讀上只能藉由鳳毛麟爪的揣測

資料切入，論證不足；或由於作家名氣甚微，作品在文學史未曾受到關注，故無

任何資料提供註解。筆者大膽解讀下，可能落入一味的臆測，期後續在蒐羅更多

的作家研究資料後，予以補充指正。 

 

    此研究從資料的蒐集到解讀，從點線的接合到成章成冊之集結，歷時二載，

深刻體認到集腋成裘、滴水穿石的道理。蓋學問之道無他，惟堅持以之而已。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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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遊褒禪山記〉：「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

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

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以，亦不能至也。」心有戚戚！

深入一個狹隘的研究領域需要勇氣，除了勇氣，志、力、物三者兼備，方能突破

萬難，衝破橫逆，一覽險遠之域的美景。此景雖未必奇偉瑰怪，舉世稱奇，然用

生命、用歲月走出的小徑，當足以引領更多同好問津，為杜宇神話與杜宇意象的

研究開出更炫麗的扉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