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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唐詩中杜宇意象之研究 
 

神話的產生，原是一種意識型態，但在整個社會的變遷中，它參與了文化傳

統的創造，影響了先民的藝術、宗教、民俗等各方面，這些方面在文人的筆下，

透過巧思轉換成了審美藝術，作為文學的一部分。是以神話對文學產生了相當大

的影響，傅師錫壬曾指出神話對文學的影響有二：一是神話具有浪漫色彩與神秘

性，可以營造氣氛，增加文學的吸引力。二是神話產生時就具有獨立的象徵與意

義，可以作為典故，增加作品的說服力。
355

大陸學者魯剛就神話對文學的輻射作

用分四方面：第一、神話觀念的應用，利用原始神話進行創造。第二、神話象徵

意義的運用。第三、表現一種特殊的神話意境的創造。第四、神話進入民俗和其

他藝術領域，然後又折射進入文學。
356

兩人同樣提到神話作為典故後，一方面有

烘托氣氛、營造意境的作用，二方面形成獨立的象徵意蘊，作為文學意象中的特

有表徵。 

杜宇神話在後代作品中不斷被引用，正因為它具有原始意象這種殘留人類

精神命運的遺跡與凝聚祖先歷史歡愉與傷痛的記憶，作為一個神話母題，它擁有

強大的審美感召力；作為一個神話意象，它結合了作者獨特的理解與深刻的文化

意義，它展示出一個又一個全新的「外傳」。杜宇是英雄的化身，具有人物典範

的條件，他足以升格為神靈；死化為鵑，是唯美浪漫的思維表現，其生命意志可

以透過變形永垂不朽，是對有限生命頑強的抵抗；「淫其相妻」的指控恍若一場

政治鬥爭的揣測，也是置換訴冤自白的藉喻基點；其「子規」（諧音子歸）之名

與「不如歸去」的悲鳴，恰為相思與思鄉意象的密碼破譯；其啼叫聲的悲涼淒切，

正是烘托氛圍、營造意境的聽覺素材；而其出自巴蜀的地域特色，亦能適度表達

蜀地風土民情，作為出蜀遊子與入蜀騷人共同的記憶表徵。於是杜宇神話在後代

文學的置換變形中，呈現多彩繽紛的象徵意義，在中國文學史上「杜鵑詩」擁有

多元詮釋的可能以及豐富的審美底蘊，杜宇神話的母題遂在不同時代、不同文

人、不同際遇的書寫中形成了不同的抒情範式。 

    中國文學作品中最早提到杜鵑鳥的是《楚辭》的〈離騷〉：「恐鵜鴂之先鳴，

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357

鵜鴂，《漢書》中顏師古注云：「一名杜鵑」
358

這時它在

                                                      
355

 傅師錫壬：《中國神話與類神話研究》，（文津出版社，2005），頁 198。 
356

 魯剛：〈神話與文學〉，（《民間文學論壇》，1989 年第 1 期），頁 25。 
357

 馬茂元：《楚辭注釋》，（文津出版社，1993 年），頁 71。 
358

 馬茂元：《楚辭注釋》，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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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的作用是作為季節時序的表徵，揭示的僅是一自然意象，說明百花凋謝之

時，最易引發詩人感慨。張衡〈思玄賦〉亦云：「恃己知而華予兮，鵜鴂鳴而不

芳。」
359

用法與〈離騷〉相同，與神話原型未有任何關係。 

    最早將杜宇神話典故用於作品中的，首推西晉詩人左思的〈蜀都賦〉：「碧出

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魂。」
360

〈蜀都賦〉主旨在顯示蜀都之大，以蜀的都城為

中心，向四面作放射形描繪，作者不斷移動目光、變換角度，仰觀俯察，左顧右

盼，作立體描繪。結尾之前以「斯蓋宅土之所安樂，觀聽之所踴躍也。焉獨三川，

為世朝市？若乃卓犖奇譎，倜儻罔已，一經神怪，一緯人理。」
361

引出「逺則岷

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肸饗而興作。碧出萇弘之血，鳥生杜

宇之魄。」呼應「卓犖奇譎」、「一經神怪」二句，所以此處的「鳥生杜宇之魂」

只是在告訴讀者蜀地有杜宇魂化為鳥的奇詭傳說，這正是蜀地「妄變化於非常」

的偉大歷史之一。左思用此典故的用意是在以空間鋪陳蜀都之美後，企圖以時間

的敻遠呼應蜀都活躍於歷史長流中深厚的文化根柢與飽滿的人文意識。在此，杜

宇神話尚未有特殊的象徵意義，但是它卻是詩人首度在文學作品中套用杜宇神話

以鋪陳文章內容。在文學素材的選取上，左思是有開創之功的。 

   繼左思之後，首度運用此典用於詩中的是劉宋時期的鮑照，其〈擬行路難〉： 

 

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園。荆棘鬱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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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憶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

362
 

此詩藉杜宇王死化為鵑的典故，道出死生變化無常的慨嘆，面對無常，無法改變

的事實，自是淒惻不能言語。一個愁思不已的主人翁，跨馬出北門欲排解心中愁

緒，不料林中杜鵑鳥更興發心中的悲愁。生前帝王之尊與死後憔悴啄蟲蟻的落魄

對比，怎能不哀苦鳴叫？由此帶出「死生變化非常理」的現實慨嘆。 

    鮑照擅於抒發人生感懷是有他的社會背景的，他和左思都是出身寒門的詩

人，在「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門閥觀念時代，他們自然受到許多不平等待

遇。他們在作品裡，曾為自己的處境提出抗議，左思的〈詠史詩〉便是這樣的基

                                                      
359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一），頁 759。 
360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二），頁 1883。 
361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二），頁 1883。 
362

 （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九，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1414 冊，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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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卻有一種明快、銳利的風格。鮑照亦將自己苦悶與不平呈現在作品中，走向

寫實的風格。而他的寫實基礎來自於他徹底面對自己的問題，企圖透過多方面的

表達陳述問題，而成為不折不扣的寫實詩人。 

鮑照和左思有著相同的背景，我們不能不聯想到鮑照此詩與左思〈蜀都賦〉

中「鳥生杜宇之魄」一句有關。左思在〈蜀都賦〉談到此則典故之後，一樣用了

「妄變化於非常」作結，這當然不是巧合，應是鮑照化用左思之言表達出自己的

人生感懷。較之〈蜀都賦〉以之鋪陳蜀都風土民情，鮑照的意蘊又更深一層。 

而首度將杜宇神話用於散文創作的是初唐駱賓王，其〈兵部奏姚州破賊設

蒙儉等露布〉一文云： 

 

副總管李大志，忠唯殉國，義則忘軀，臨危而貞節逾明，制敵而神機獨遠。

丹誠自守，雖九死其如歸；白刃交前，豈三軍之可奪？ 投袂則妖徒霧廓，

褰旗而逆黨水摧。於是乘利追奔，因機深入。困獸猶鬥，如戰廩郡之魂；

窮鳥尚飛，如驚杜宇之魄。斬甲卒七千餘級，獲裝馬五千馀匹。殭屍蔽野，

臨赤坂而非遙；流血灑途，視丹徼以何遠？
363
 

 

駱賓王此段在寫唐朝將士的英勇殺敵。李大志等英勇奮戰，視死如歸，敵軍氣勢

一一瓦解，唐軍乘勝追擊，隨機深入。接著以「困獸猶鬥，如戰廩郡之魂；窮鳥

尚飛，如驚杜宇之魄」四句說明唐軍氣勢如虹，夷酋好比困獸（廩君死化為虎
364

）

仍作最後的纏鬥，又好比驚嚇過度的鳥一般，連像杜宇英魂所化的杜鵑鳥都被震

懾了，不知飛往何處。此詩中用到「杜宇之魂」，以之喻鳥，是取神話中杜宇化

鵑的原型，然而它的作用是反襯，以驚嚇的杜宇之魂（鳥）說明夷酋的畏懼，反

襯出唐軍的驍勇善戰。廩君與杜宇都是巴蜀的英雄神，死後一化為白虎，一化為

子規，在西南一帶是相當有名的人物。唐軍此次戰役所破的姚州在雲南，亦屬西

南一帶，駱賓王寫出「困獸猶鬥，如戰廩郡之魂；窮鳥尚飛，如驚杜宇之魄。」

四句以西南一帶的英雄神靈都震懾了，來凸顯唐王朝的地位，其歌功頌德的意味

是有的。 

如此看來，杜宇神話的記載首見揚雄〈蜀王本紀〉，東漢至魏晉少數典籍亦

有提到，然它尚未被廣大的讀者所接受，僅受到少數文人如左思、鮑照、駱賓王

                                                      
363

 黃清泉注譯：《新譯駱賓王文集》，（三民書局，2003 年），頁 475。 
364

 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南蠻西南夷列傳〉：「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中華書局，1984

年），頁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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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關注，首度套用在自己的作品中。隨著他們對唐代詩人的影響，以及杜宇神

話被接受的廣泛，它在唐代的詩歌創作中受到廣大的關注，融入更多的象徵意義

及審美底蘊。此篇即針對唐詩中杜宇意象使用的演變，分成「托物詠懷——個人

情志之寄託」、「思人(友、親)懷鄉——相思離愁之觸媒」、「借古諷今(借事諷

諭)——時代控訴之載體」三章論述之。 

 

 

第四章托物詠懷——個人情志之寄託 

 

杜宇神話中主人翁望帝貴為君王之身，卻在退位後，隱居西山，憂憤而死，

化為子鵑。其一生由盛而衰的強烈對比，充滿了悲劇色彩，加上杜鵑鳥悽惻不已

的啼鳴聲，自然成為文人筆下抒發失意、身世感懷的素材。神話中曖昧不明之「淫

其相妻」指控，似乎隱匿一段冤情，正可為文人懷才不遇的冤屈發聲。然而杜宇

神話中「望帝化鳥」的神話思維，以變形的姿態化入圓形的時間概念，成為永恆

回歸的必然媒介，展現神話最積極的意義，此正與道家擺脫形體、名利世俗的羈

絆，與萬化冥合，得以逍遙自適的生命情境有著相通之處，是以杜宇神話在詩人

哲理化的過程中，亦成為哲思體悟的意象使用。 

在唐代詩人筆下，借用杜宇神話典故以托物詠懷之作，盛唐開其端，中唐

承其緒，晚唐五代為大宗。其在時代演變、文學場域與文人心理機制的交相影響

下，使杜宇神話成為詩人寄託情志的意象得以定型。 

 

 

第一節 盛唐 

 

魏晉南北朝文人在時代風氣的影響下，擅以世間萬物抒發死生無常之慨，

這是長期處於亂世中文人用以撫慰心靈慣有的調適。然而躬逢盛世的唐代詩人，

躊躇滿志，躍躍欲進，期待實現自我，作品風格已跳脫人生無常的感懷了。余恕

誠於《唐詩風貌及其文化底蘊》一書指出「盛唐氣象」的詩表現為兩類： 

 

一類是感動激發，希望趁時而起，建立功業；一類是理想與現實矛盾，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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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身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社會上的不平等現象發出怨懟之辭。
365
 

 

兩者看似相反，實則聯繫緊密。文人因感動激發，企望成就功業，然而希望愈大，

失望便愈深，一遇挫折即怨懟不已。是以詩人仍跳脫不了托物詠懷的創作方式，

而所詠之懷，除了積極奮進之志外，尚有挫折悲愁的身世之感。除此，哲思體悟

愈深者，則將挫折無奈透過道家逍遙齊物的思想轉化為萬化冥合的超越。 

    杜宇神話源自蜀地，然而窺究傳世文獻，可知在唐時已流傳中原。在創作上，

杜宇悲劇英雄的形象自然不為積極奮進的文人所關注，然而對一再挫折失意的文

人來說，無疑正是心中悲愁的寫照；而其化鳥情節，正與莊周化蝶有著「異質同

構」之妙，是以昇華為萬化冥合的思維寫照。對此意象的開創，首推詩仙李白，

分述如下： 

 

一、以悲啼意象烘托個人的悲愁 

作為巴蜀地域特色鮮明的杜宇神話，其在詩文的引用中往往反映出地域文化

的色彩，或是出自蜀地的文人，或是無奈必須入蜀的遊子，往往在其記憶表徵中

有意無意透顯出子規鳥的啼鳴，並內蘊神話的原型而衍化出某種意象，成為一個

獨特的抒情範式。李白故鄉在四川，青年出蜀求仕之後，故鄉的風物往往在其潛

意識中發酵，化為詩作的豐富素材，〈蜀道難〉是代表作。其詩如下： 

 

噫吁嚱，危乎髙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鳬，開國何茫然！

爾來四萬八千歳，不與秦塞通人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横絶峨眉巓。

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鈎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髙標，有衝波逆

折之迴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

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巗

不可攀。但見悲烏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顔。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

絶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厓轉石萬壑雷。其險也若此，嗟爾逺道之人胡

爲乎來哉！劒閣崢嶸而崔巍，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

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

                                                      
365

 余恕誠：《唐詩風貌及其文化底蘊》，（文津出版社，1999 年），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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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366

 

 

此詩內容主要在寫蜀道的艱難險阻。賀知章覽此詩，對李白云：「公非世人，豈

非太白星精耶？」
367

詩的開頭先以蠶叢魚鳧的歷史傳說、五丁開山的神話故事及

大膽想像融為一體，不僅強化蜀道之難，又增添神秘色彩。接著又以「六龍回日」

的神話傳說，極言山巔之高危；以「衝波逆折之迴川」說明水勢之險惡。盤旋曲

折的山路，嶙峋繚繞的山峰使入蜀要道青泥嶺更顯險危怪異。這已夠令人膽戰心

驚了，李白又以「撫膺」、「捫參」（手摸星辰）這些誇張的心理活動烘托高山險

峻予人生畏之感。下文「悲烏號古木」及「又聞子規啼夜月」都是以淒厲悲切的

聲音，使人深覺蜀道之難已達令人畏懼的程度，使主旨「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更加深化。前句是「見」，後句是「聞」，讓讀者在視覺和聽覺上飽受震撼，以聽

覺的畏懼強化視覺的感受，用「通感」技巧擴大作品的渲染張力。詩的後半部，

「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絶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厓轉石萬壑雷。其險

也若此，嗟爾逺道之人胡爲乎來哉！」再度融視覺、聽覺的摹寫，聲色並茂，於

高峻的氣勢中增添危、奇的色彩，渲染蜀道難的深刻含意。並從劍閣的險要寫到

戰亂的可怕，引出詩人對政治時局的關注，勸人警惕戰亂的突發，流露出憂國傷

時的愁緒。 

關於〈蜀道難〉的詩旨，歷來有諸多爭辯：孟綮《本事詩》認為旨在描寫李

白從蜀郡出來漫遊時行旅的艱苦，《新唐書‧嚴武傳》認為旨在為嚴武部下房琯

和杜甫的安危擔憂，蕭士贇的箋注本認為旨在諷諭安史之亂時玄宗幸蜀不是上

策，胡震亨《唐音癸籤》則認為「為恃險割據與羈留佐逆者著戒」。筆者以為今

人詹瑛之說較合理，他認為詩表面寫蜀道，內蘊卻是寄寓自身感懷、抒發失意。

368
其中「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這個「愁」字無疑是全詩的詩眼，不僅僅

是面對艱難蜀道的畏懼，還有作者的身世之愁。在文意上，他以蜀道難貫穿詩的

前後；在情感上，他則以愁貫穿前後。這個愁，是藉「子規啼夜月」帶出，子規

是否含攝神話意象，可以對照詩的開頭得知，既言「蠶叢與魚鳧」，又提到「地

崩山摧壯士死」的蜀地五丁神話，就不可能引「子規」之名而不寓杜宇神話，況

且身為出蜀文人的李白，對四川一帶流傳的神話故事當知之甚稔。施蟄存《唐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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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一六二，頁 1680。 
367

 （宋）計有功：《唐詩紀事》（上）卷十八，（木鐸出版社，1982 年），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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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鍈:《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六），頁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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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話》釋「又聞子規啼夜月」句，即引杜宇神話以明其聲音之悲鳴，
369

正可說明

李白面對一再挫折，無力挽回心中的悲泣。退隱山中的杜宇王飛不進蜀國，只能

空將自己的心願化為陣陣悲鳴聲，響徹山中，正如懷才不遇的李白，空有滿腹理

想，卻怎麼樣也飛不上枝頭，其哀怨的不平藉杜宇神話更加透顯。 

「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二句的藝術感染力極強，夜晚的靜寂本就易引

發人的愁思，空山之月夜更以空間的放大對比人的渺小，在這「空」山之中卻只

能聽到蜀地最淒涼的子規啼鳴，其予人心弦的震盪是相當大的。 

    在此，子規鳥的意象是對蜀道之難畏懼感的深化，卻也隱含李白個人的哀

愁，甚至是憂國傷時的愁。 

 

二、以化鳥意象寄託精神的絕對自由 

李白〈斷句〉：  

 

舉袖露條脫，招我飯胡麻。野禽啼杜宇，山蝶舞莊周。
370

 

 

詹鍈以為李白此詩與（南唐）潘佑〈感懷詩〉：「幽禽喚杜宇，宿蝶夢莊周。席地

一樽酒，思與元化浮。但莫孤明月，何必秉燭遊。」古今無殊，兩詩所表相同。

371
詩中李白以一連串神話傳說，以劉晨、阮肇仙話、杜宇化鵑、莊周夢蝶寄寓超

越人間現實的想法，期待與萬化冥合，逍遙自適。李白天才縱逸，在長安的日子

期待仕進，報效國家。無奈機會總是擦身而過，晚年依附永王李璘，卻又導致身

繫潯陽獄，終其一生，還是未能如願以償。他常將自己的理想寄託在神話故事裡，

從中尋求慰藉，寄託崇高的心志。他的神話運用，多半是企圖解脫時間的支配，

從有限人生躍向無窮時間的流衍，或以拍合大自然律動的姿態，與時消息，掌握

住永恆的本質
372

。鄧小軍於《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一書中將李白的自由精神內

涵分成三個層次，其中第三個層次便是深入體驗大自然，尋求精神的自由解放與

終極支持，他說： 

 

                                                      
369

 施蟄存：《唐詩百話》，（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頁 230。 
370

 （清）王琦《李太白集注》，卷三十，（正光書局，1969 年），頁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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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鍈:《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八），（台北：百花文藝出版社，1993 年），頁 4462。潘佑

〈感懷詩〉見（宋）胡仔《漁隱叢話》後卷集四，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1480 冊，頁

405～406。 
372

 李正治：《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台北：偉文圖書公司，1978 年），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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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層次上，李白直契莊子，落實了莊子「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與物

為春」的精神境界，即在與自然之道相通的哲學與審美體驗中，獲得精神

的自由解放。但是李白與莊子仍有所不同，他是以盛唐人開朗光明的性

格，把莊子精神作了積極的高揚，而沒有莊子避世的消極意味。
373
 

 

李白對莊子思想的嚮往表現在其狂放不羈的自由精神上，落實於作品中則以大量

的神話經營超現實的意象，表露其「與化偕往」的情志。杜宇藉化鳥才得以飛入

蜀國一遂生前心願，莊周藉化蝶才能悠遊物外，兩者同是擺脫時間支配，才能超

越世俗羈絆。李白心嚮往之，期望自己也能擺脫時間與世俗的限制，回歸萬化冥

合，將人間的痛苦昇華再昇華，能逍遙於物化之上，而不為物化所傷。李白藉杜

宇神話別有寄寓，是在鮑照〈擬行路難〉「死生變化非常理」的基礎上套用，然

其人生體悟與精神的超越更勝鮑照一籌。 

「杜宇化鳥」與「莊周化蝶」兩意象有異質同構的特色，故能在李白詩中

首度嶄露頭角，將兩者組合為一並列意象。在文學史意象的開拓上，李白首開其

風。 

    

 

第二節    中唐 

 

在盛唐李白將杜宇神話用於個人情志的抒發後，中唐文人承繼其緒，運用的

甚為廣泛，此與中唐詩風的轉變有著很大的關係。中唐文人結構的轉變，使得詩

歌的審美主體產生了質變。即兩稅法的實施改變了土地關係，標誌庶族文人可以

晉升為統治階段；科舉考試亦打破了士庶的界線，使文人階層徹底地改變了，審

美主體更新為寒門文士。加上政治的中興氣象僅曇花一現，這些平民出身亟欲報

國立功的知識份子屢屢失望受挫。於是文人地位的變動及知識取向，使得創作的

自我意識增強，審美心理由外揚而內斂，由家國而自我，於是以儒家濟世的思想

丕變，轉為對自身命運的關注，其理想和抱負的抒發往往和貶謫挫敗的憤怒交雜

在一起。
374

 

杜宇神話中蜀王的冤屈悲愁正好可以抒解這些貧士的不平，其哀怨的啼鳴正

                                                      
373

 鄧小軍：《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文津出版社，1993 年），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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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蕙綺：《中唐詩歌的美學意涵》，（新文豐出版公司，2006 年），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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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是其心聲的表徵；加上「啼血」意象正可為文人悲之至極，血淚以表的心情表

露，而由鳥及花二重哀怨意象的疊加，更能使詩的氛圍醞釀於聽覺及視覺，由動

物及植物，豐富詩的內蘊與情致，是以在中唐文人筆下使用地相當頻繁。在創作

上，有以神話意象指涉冤屈，有以啼血意象象徵悲愁，有以花鳥意象疊加哀愁，

有以聽覺意象烘托氛圍。分述如下： 

 

一、 以含冤意象指涉委屈 

神話故事中杜宇王因「淫其相妻」的指控而退隱西山，讓出帝位。神話沒有

進一步說明，卻留予後人許多的揣測，認為這是一個政治迫害，然而他的冤屈無

可自白，要到死後化為鵑鳥，人民才知杜宇王終究是愛民的。是以用此則神話意

象以訴冤，在唐詩中屢見不鮮。左思〈蜀都賦〉：「碧出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魂」

中萇弘與杜宇並列，兩者都有冤屈，其實是隱含「訴冤」的意義的，只是以左思

創作〈蜀都賦〉的動機而言，其用意是不明確的。劉長卿〈經漂母墓〉： 

 

昔賢懷一飯，茲事已千秋。古墓樵人識，前朝楚水流。渚蘋行客薦，山木

杜鵑愁。春草茫茫綠，王孫舊此遊。
375
 

 

劉長卿早年功名不成，安史之亂後又兩度遭貶，其詩的特色多在清寒幽遠的境界

中寄託遷謫的悲愁與思鄉情懷，情調寥落淒清。
376

第一次遭貶在至德三年，因事

下獄，議貶南巴，大曆元年秩滿赴京，此詩應作於大曆二年北歸長安的夏天。
377

本詩劉長卿藉經漂母墓興發懷古之情，而有感知音難遇。以漂母助韓信之事，說

明漢高祖不如漂母憐才。「渚蘋行客薦，山木杜鵑愁」今其墓旁，行客採蘋以祭，

杜鵑悲啼韓信之怨。
378

儲仲君《劉長卿詩編年箋注》亦引杜宇神話以釋「杜鵑」

379
，是以此詩藉杜鵑悲鳴聲暗寓韓信不被漢高祖賞識的冤屈，既有聽覺的渲染，

又有神話意涵的深層意蘊。 

    方回《瀛奎律髓》稱此詩「意深不露」
380

，蓋劉長卿大有藉緬懷先賢而傷己

之不遇之意，其悵惘的黯然心境、不被賞識的冤屈在「山木杜鵑愁」的意象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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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無遺。 

顧況〈露青竹杖歌〉： 

 

鮮于仲通正當年，章仇兼瓊在蜀川。約束蜀兒採馬鞭，蜀兒採鞭不敢眠。

橫截斜飛飛鳥邊，繩橋夜上層崖顛。頭插白雲跨飛泉，採得馬鞭長且堅。

浮漚丁子珠聯聯，灰煮蠟揩光爛然。章仇兼瓊持上天，上天雨露何其偏。

飛龍閑廄馬數千，朝飲吳江夕秣燕。紅塵撲轡汗濕韉，師子麒麟聊比肩。

江面昆明洗刷牽，四蹄踏浪頭枿天。蛟龍稽顙河伯虔，拓羯胡雛腳手鮮。

陳閎韓幹丹青妍，欲貌未貌眼欲穿。金鞍玉勒錦連乾，騎入桃花楊柳煙。

十二樓中奏管絃，樓中美人奪神仙。爭愛大家把此鞭，祿山入關關破年。

忽見揚州北邙前，秪有人還千一錢。亭亭筆直無皴節，磨捋形相一條鐵。

市頭格是無人別，江海賤臣不拘絏。垂窗掛影西窗缺，稚子覓衣挑仰穴。

家童拾薪幾拗折，玉潤猶沾玉壘雪。碧鮮似染萇弘血，蜀帝城邊子規咽。

相如橋上文君絕，往年策馬降至尊。七盤九折橫劍門，穆王八駿超崑崙。

安用冉冉孤生根，聖人不貴難得貨，金玉珊瑚誰買恩。
381

 

 

此詩作者藉竹枝抒發懷才不遇，諷刺現實環境的炎涼。一根竹杖引發顧況豐富的

聯想，詩的前半寫竹杖的來歷不凡。「鮮于仲通正當年，章仇兼瓊在蜀川」是鮮

于仲命蜀川人採取的。蜀兒採取時歷盡千辛萬苦：「約束蜀兒採馬鞭，蜀兒採鞭

不敢眠。横截斜飛飛鳥邊，繩橋夜上層崖顛。頭插白雲跨飛泉，採得馬鞭長且堅」，

馬鞭還要加工「浮漚丁子珠聨聨，灰煮蠟揩光爛然」，再進貢給唐玄宗駕馬，如

此精良馬鞭使得皇上的駿馬不得不馴服。馬鞭又經過陳閎、韓幹等丹青國手的彩

繪，「欲貌未貌眼欲穿」，使得大家争愛此鞭。詩的後半寫安史之亂，天子蒙塵，

此鞭落入人間，身價一跌千丈，「磨捋形相一條鐵」，和一般垂廉用、稚子戲的竹

杖沒什麼差別。
382

作者以「碧鮮似染萇弘血，蜀帝城邊子規咽」，道出此鞭被人

遺棄的的冤屈。此明顯化用左思〈蜀都賦〉的「碧出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魂」，

以萇弘化碧和杜宇化鵑的典故合用，同表冤屈。詩人透過串串聯想、層層轉折，

以竹杖寄寓對現實的不滿，自己力圖振作卻遭貶官，抒發懷才不遇的牢騷。此詩

中藉「子規」不僅以聽覺烘托悲涼淒苦的心情，更以神話原型表示自己懷才不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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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冤屈。 

顧況〈子規〉： 

    

杜宇冤亡積有時，年年啼血動人悲。若叫恨魂皆能化，何樹何山著子規？

383
 

詩名為「子規」，整首詩化用杜宇神話，指出杜宇因積冤太久，才會年年啼血動

人悲，但是後二句反問，若恨魂皆能化鳥，哪豈不是到處都是子規鳥，表明人間

冤屈何其多。顧況的詩風一直被定為承繼杜甫現實主義精神，且是元白新樂府運

動的先驅。
384

其作品的現實意義十分濃厚，適時針砭當時社會黑暗的一面。此詩

表面寫鳥，實際由鳥及人，托子規以抒情，將人間的冤屈之多且無處消解的現實

盡收筆端。想像奇特，寄寓深刻，有同情，有憤懣，有諷刺，有無奈，暗含對當

時黑暗現實的不滿，然而他真正要抒發的仍是自己不平之鳴。 

司空曙〈杜鵑行〉：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葉樹木中，搶翔瞥捩雌隨雄。

毛衣慘黑自憔悴，眾鳥安肯相尊崇。隳形不敢棲華屋，短翮唯願巢深叢。

穿皮啄朽觜欲禿，苦饑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為愚蒙。

聲音咽噦若有謂，號啼略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上訴於蒼穹。

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相效傳遺風。乃知變化不可窮，豈知昔日居深宮，

嬪妃左右如花紅。
385
 

 

此詩《全唐詩》著錄又署名杜甫作，然杜甫已有〈杜鵑〉、〈杜鵑行〉兩首，且此

詩內容與杜甫極似，杜甫何必再作同名相似之詩，何況在其作品中不曾見此類情

形，故應為司空曙之作。
386

司空曙寫出望帝化為杜鵑鳥棲息林間之憔悴，以對比

先前為帝的尊貴，故末言「乃知變化不可窮，豈知昔日居深宮，嬪妃左右如花紅。」

其寫法前承鮑照「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杜甫「萬事反覆何所無」之語。司空

曙並以「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上訴於蒼穹」，寫出杜鵑啼血似在控訴自己的冤

                                                      
383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二六七，頁 2967。 

384
 周明秀：〈逸歌長句 、 駿發踔厲� � 對顧況詩風的再評價〉，（《許昌師專學報》，第 26 卷第 6

期），頁 67。 
385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二九三，頁 3339。 

386
 顧友澤：〈試論杜甫杜鵑詩意蘊的拓展及其影響〉，（《杜甫研究季刊》，2005年第3期），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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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若不是有冤屈，又怎會「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相效傳遺風。」此與神話原

型相合，詩人曾經原因不明地被貶為長林縣尉，度過一段相當漫長而痛苦的歲

月，
387

傅璇琮先生亦曾在〈司空曙考〉中提到：「似乎案情是相當重的，至於被

貶的具體原因究竟為何，由於材料缺乏，已不可考知了。」
388

看來司空曙表面上

寫鳥，實際上應在為自己的冤情抱屈。 

 

二、 以啼血意象象徵悲愁 

    從《異苑》提到杜鵑啼血的特性開始，到唐宋時於杜宇神話添入啼血的情節

後，這一意象即被文人用於創作中以象徵悲愁。李亮偉於〈論中國文學傳統景物

題材「杜鵑啼血」之審美底蘊〉一文中曾提到： 

 

杜鵑無論作為一篇作品中的一種景物，抑或是是整篇作品吟詠的題材，杜

鵑的啼血已不再是此生物物種的自然屬性，而是有了特定的社會意涵。
389

 

 

由此，似乎可以看出啼血意象從神話透過文學，逐漸衍化而成為社會意象，然後

又滲透回文學意象的創作中，表露詩人的心聲。如顧況〈攝山聽子規〉： 

 

棲霞山中子規鳥，口中血出啼不了。山僧後夜初入定，聞似不聞山月曉。

390
 

詩的前半以子規啼血道出內心的痛苦至極，一如其〈子規〉一詩記子規抒發對黑

暗現實的怨懟。又王建〈夜聞子規〉： 

 

子規啼不歇，到曉口應穿，况是不眠夜，聲聲在耳邊。
391

 

 

從王建詩中，可見杜鵑鳴叫時間之長、聲調之苦，聲聲帶血，句句淒厲，藉以表

達難以排遣的愁苦情懷最為具體。而王建詩中似乎也表露對子規啼叫時間之長的

不滿，特別夜間更讓人心煩意亂。詩人本因憂愁而輾轉難眠，無奈悽惻的子規夜

                                                      
387

 季平：〈司空曙生平與創作考論〉，（《新鄉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 年 8 月），頁 23。 
388

 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535。 

389
 李亮偉：〈論中國文學傳統景物題材「杜鵑啼血」之審美底蘊〉，（《自貢師專學報》，1995 年

第 3 期），頁 30。 

390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二六七，頁 2970。 

391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三０一，頁 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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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更陷詩人於濃愁不化的苦悶中。 

另有呂溫〈道州月歎〉： 

 

别館月，犁牛冰河金山雪。道州月，霜樹子規啼是血。壯心感此孤劒鳴，

沉火在灰殊未滅。
392

 

 

詩附標題云：「追述蕃中事與道州對言之」。此亦寫出戰亂中流離所見的荒涼景

象，作者發出對現實的慨嘆，以「子規啼是血」表達內心的悲愁，對時代的控訴，

以及自己有志不得伸的憾恨。 

鮑溶〈子規〉不僅以神話意象指涉冤屈，亦以啼血意象象徵悲愁，然因鮑溶

生平不可考，不知冤屈為何，故將此詩置於「啼血意象」之類別，其〈子規〉： 

 

中林子規啼，云是古蜀帝。蜀帝胡為鳥，驚急如罪戾。一啼艷陽節，春色

亦可替。再啼孟夏林，密葉堪委翳。三啼涼秋曉，百卉無生意。四啼玄冥

冬，雲物慘不霽。芸黃壯士發，沾灑妖姬袂。悲深寒烏雛，哀掩病鶴翅。

胡為托幽命，庇質無完毳。戚戚含至冤，卑卑忌群勢。吾聞鳳凰長，羽族

皆受制。盍分翡翠毛，使學鸚鵡慧。敵怨不在弦，一哀尚能繼。那令不知

休，泣血經世世。古風失中和，衰代因鄭衛。三歎尚淫哀，向渴嘻流涕。

如因異聲感，樂與中腸契。至教一昏蕪，生人遂危脆。古意嘆通近，如上

青天際。荼蓼久已甘，空勞堇葵惠。誰聞子規苦，思與正聲計。
393

 

 

鮑溶亦是中唐貧士的代表之一，《唐才子傳》稱其「羇旅四方，登臨懷昔，皆古

今絶唱……古詩樂府，可稱獨歩。蓋其氣力宏贍，博識清度，雅正高古，衆才無

不備。」
394

張為的《詩人主客圖》尊鮑溶為「博解宏拔主」
395

。他的博解宏拔表

現在五言古詩的風格的平淡自然而格調勁健，古樸中略帶暢達，且往往與「雅正」

的傳統聯繫在一起。
396

 

    此詩以杜宇化鳥的悲劇一生入詩，「驚急如罪戾」、「戚戚含至冤」均將其冤

情帶出，「泣血經世世」更點明了含冤的悲痛，使之世世泣血控訴；而「古風失

                                                      
392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三七一，頁 4175。 
393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四八五，頁 5512。 
394

 （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六，頁 133～134。 
395

 （唐）張為等：《主客圖及其他五種》，（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頁 23。 
396

 張偉峰：〈鮑溶詩歌略論〉，（《文學遺產》，2006 年第 6 期），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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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衰代因鄭衛」、「誰聞子規苦，思與正聲計」隱含了時代問題造成自己的失

意困蹇。鮑溶從神話入詩，以其含冤指涉自己的懷才不遇，更以子規泣血悲啼的

意象，表達了面對長年淒寒窮苦內心的落寞失意。 

 

三、 以花鳥意象疊加哀愁 

神話中杜鵑啼血染花在《禽經》「夜啼達旦，血漬草木」的記載中已現端倪，

明言「杜鵑花」是在後代口傳文學中才發展而出的情節。不過以花鳥二者意象同

時入詩，在唐代詩人作品中已廣泛使用。蓋花鳥同名已提供文人揣想的空間，加

上杜鵑鳥出現與杜鵑花盛開同在春天，詩人春恨主題的大量創作，於自然景物中

汲取詩材入詩，又加上「杜鵑」背後含藏的杜宇神話，以自然意象結合神話意象，

實中有虛，虛中有實，迷離恍惚，若隱若現的情緒表徵，正符合詩歌的美感要求，

是以杜鵑花鳥意象疊加哀愁，以抒發個人情志，成為唐人詩材中新的意象開拓。 

藉花鳥意象以抒個人悲愁，首推白居易〈送春歸〉： 

 

送春歸，三月盡日日暮時。去年杏園花飛御溝緑，何處送春曲江曲。今年

杜鵑花落子規啼，送春何處西江西。帝城送春猶怏怏，天涯送春能不加惆

悵？莫惆悵，送春人，冗員無替五年罷，應須準擬再送潯陽春。五年炎涼

凡十變，又知此身健不健？好去今年江上春，明年未死還相見。
397

 

 

此詩為元和十一年春天作，時詩人在江州。
398

以送春傷春之情，隱含對世事乖隔

的無奈。「帝城送春猶怏怏，天涯送春能不加惆悵？」以在京城和在潯陽對比，

在京城時姑且傷春歸去，此時被貶江州，送春之情又豈能不更加惆悵？詩人預期

五年後仍要在此送春，先別急著惆悵。然而是世事無常，誰知到時還健不健在？

最後轉而以一種灑脫的心情目送今年春，幸運的話，明年還可與春天相見。的確

在白居易筆下，於感傷無奈中已夾雜著隨遇而安的恬淡安逸。在此，「今年杜鵑

花落子規啼」以花鳥意象傷春，表達自己世事無常的無限感慨。或許此詩當中神

話意象並不明顯，但子規啼鳴之悲是從杜宇神話中賦予的，在詩人創作中，早已

對杜鵑啼與悲戚劃上等號，而成為一個唐宋以來特殊的文化符碼。 

另外李紳〈南梁行〉：  

                                                      
397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四三五，頁 4815。 
398

 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二），頁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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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鬱鬱春草長，悠悠漢水浮青光。雜英飛盡空晝景，緑楊重陰官舎靜。

此時醉客縱橫書，公言可薦承明廬。青天詔下寵光至，頒籍金閨徵石渠。

秭歸山路煙嵐隔，山木幽深晚花坼。澗底紅光奪火燃，搖風扇毒愁行客。

杜鵑啼咽花亦殷，聲悲絕艷連空山。斜陽瞥映淺深樹，雲雨翻迷崖谷間。

山雞錦質矜毛羽，透竹穿蘿命儔侶。喬木幽谿上下同，雄雌不惑飛棲處。

望秦峰迴過商顏，浪疊雲堆萬簇山。行盡杳冥青嶂外，九重鐘漏紫霄間。

元和列侍明光殿，諫草初焚市朝變。北闕趨承半隙塵，南梁笑客皆飛霰。

追思感歎卻昏迷，霜髩愁吟到曉鷄。故篋歲深開斷簡，秋堂月曙掩遺題。

嗚嗚曉角霞輝燦，撫劍當應一長歎。芻狗無由學聖賢，空持感激終昏旦。

399
 

此詩作於文宗開成初年，當時李紳已經六十五歲，詩人回憶元和十四年春在山南

西道節度使官署任職的狀況，及同年五月調任右拾遺前往西京長安途中所見的景

象，並抒發遭貶後的心中感觸。
400

南梁，即梁州，在今之四川。「澗底紅光奪火

燃，揺風扇毒愁行客」指的是當地的山琵琶，與杜鵑花同，故說紅豔似火般燃燒，

「愁行客」亦點出此一意象慣於使用於悲愁的渲染，從花引出鳥，「杜鵑啼咽花

亦殷，聲悲絶艷連空山」，杜鵑「不如歸去」的悲鳴聲悽惻與殷紅的杜鵑花，形

成視覺與聽覺淒豔的絕美畫面，又是一花鳥二重哀怨意象的疊加。下文「斜陽瞥

映淺深樹，雲雨翻迷崖谷間」又與黃昏淒美的景色形成多重的添加意象，深化詩

人心中的「愁」，呼應詩人暮年之悲。「元和列侍明光殿，諌草初焚市朝變。北闕

趨承半隙塵，南梁笑客皆飛霰」，此在回憶曾受穆宗賞識為翰林學士時的得意與

後來招嫉失寵被貶的失意。面對這些權勢的鬥爭，世事的變化，詩人既「感嘆」

又「愁吟」，終又不免「長嘆」，足見其心中的感慨萬千。此詩「杜鵑」的意象從

四川的地域特色到悲愁氛圍的渲染，再從政治的諷諭回到了個人身世的感懷，其

指涉是相當豐富的。 

李紳另有〈杜鵑樓〉： 

 

杜鵑如火千房圻，丹檻低看晚景中。繁艷向人啼宿露，落英飄砌怨春風。

早梅昔待佳人折，好月誰將老子同。惟有此花隨越鳥，一聲啼處滿山紅。

                                                      
399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四八０，頁 5459。 
400

 王旋伯：《李紳詩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2。 



129 

 

401
 

此詩作於任江西觀察使任內，
402

詩題下題「七年冬所造，自西軒延架城隅，樓前

植杜鵑，因以為名，宴遊多在其上。」故知因此樓前植杜鵑，故名為杜鵑樓。詩

的內容描述黃昏下的杜鵑花火紅的景象，其繁豔如鵑鳥啼訴，暮春落英繽紛大有

埋怨春去之意在。梅已待佳人折，好月又無人相伴，孤獨的詩人只有杜鵑花鳥相

伴，鳥聲一啼滿山花紅。此景看似繽紛，實則滿懷作者傷情，春去怨春。杜鵑意

象本是悲愁的象徵，花鳥二重哀怨的疊加，則使詩人心中的愁緒雖不言明，然已

溢滿字裡行間。 

明顯將神話中的花鳥意象寫入詩中以抒個人悲愁的，以賈島〈子規〉為代表： 

 

逰魂自相叫，寧復記前身。飛過人家月，聲連客路春。夢邉催曉急，愁外

送風頻。自有霑花血，相和淚滴新。
403

 

 

賈島是范陽（今北京附近）人，他的一生極其坎坷，早年為僧，三十四歲始還俗，

久困名場，屢試不第，生計拮据，常靠韓愈、姚合等師友周濟，五十八歲坐謗責

授長江（今蓬溪縣）主簿，六十三歲遷普州（今安岳縣）司倉參軍，兩年後客死

於任所。
404

其所處的時代，正值安史之亂後唐王朝急速衰落下來，由喘息休養漸

趨中興，又由中興迅速衰落的時代，藩鎮割據、宦官專權和朋黨傾軋越演越烈。

405
受個人遭遇與時代風氣影響，賈島詩歌最鮮明深刻的特色，就是表現窮士貧寒

困苦的生活面貌，並善於刻畫瑣細幽僻之景，蘇軾以「郊寒島瘦」
406

稱其清奇幽

僻的風格。 

杜宇神話幽冷淒涼的結尾正適合描繪寒士的抑鬱不平，因此獲得賈島的關

注，藉詠子規而抒懷。詩的首二句「遊魂自相叫，寧復記前身」即以子規的前身

即是杜宇帶出神話原型，聲聲痛楚地悲鳴既在夢中催曉，又無端從風中送愁而

來，最後啼至口血，和著如雨的淚水滴在花上。全詩以杜宇神話為材，充分流露

悲傷哀絕的情緒。賈島幾乎是以子規作為自己的化身，自己困蹇潦倒，有志不得

伸的痛楚在此詩中表露無遺，「自有霑花血，相和淚滴新」更將其無以言說的痛

                                                      
401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四八一，頁 5476。 
402

 王旋伯：《李紳詩注》，頁 70。 
403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五七三，頁 6653。 
404

 （元）辛文房：《唐才子傳》，頁 112。 
405

 齊文榜：《賈島集校注》前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年），頁 1。 
406

 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五）〈祭柳子玉文〉，（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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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具體呈現。 

徐凝〈沅花〉： 

 

朱霞燄燄山枝動，綠野聲聲杜宇來。誰為蜀王身作鳥，自啼還自有花開。

407
 

此亦以花鳥意象添加二重哀怨的憂愁，道出徐凝懷才不遇的傷情。末二句「誰為

蜀王身作鳥，自啼還自有花開」更直接將神話中杜宇化鳥、啼血染花的典故道出，

其委屈悲憤之情尤能彰顯。 

 

四、 以悲啼意象烘托氛圍 

從杜宇神話開始，杜鵑鳥鳴聲即被賦予悲傷的色彩，李亮偉於〈論中國文學

傳統景物題材「杜鵑啼血」之審美底蘊〉一文便已點出： 

 

那一聲聲淒厲的「不如歸去」散漫於千百年來的文學作品中，而且得以衍化

生義，意象增多使它的審美底蘊豐厚起來。它的底蘊籠罩在一種淒婉哀傷的

美學氛圍中，以「悲」的力量打動人心。
408

 

 

我們可以說從杜宇化鳥到「不如歸去」的悲鳴，從文人典故的運用到悲愁的渲染，

作為蜀地文化意象的杜鵑鳥鳴在文人筆下逐漸茁壯成一種唐代專有的社會意

象。杜鵑與悲戚劃上等號，是以詩中提到杜鵑鳥時，已從神話中脫胎而出，結合

自然意象與社會意象，而為悲愁渲染的媒介。葉嘉瑩亦曾指出： 

 

「蜀魂」者原是一個失去了國也失去了家的、滿懷哀傷之魂魄所託化。於

是在子規啼血送春之際，再加上此一悲劇故事的聯想，因而每一聲鵑鳥的

哀啼，遂都成了這一永懷憾恨之魂魄的寂寞悲哀之呼喚。
409
 

 

於是杜鵑的悲啼意象往往作為詩人悲愁的渲染。中唐詩人以其聽覺意象渲染個人

遭遇的悲愁的如李嘉祐〈暮春宜陽郡齋愁坐忽枉劉七侍御新詩因以酬答〉： 

 

                                                      
407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四七四，頁 5381。 

408  
李亮偉：〈論中國文學傳統景物題材「杜鵑啼血」之審美底蘊〉，（《自貢師專學報》，1995

年第 3 期），頁 30。 

409
 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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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規夜夜啼櫧葉，遠道逢春半是愁。芳草伴人還易老，落花随水亦東流。

山臨睥睨恒多雨，地接瀟湘畏及秋。唯羡君為周柱史，手持黄紙到滄洲。

410
 

李嘉祐此詩表達對朋友的欣羨，隱含自己懷才不遇的慨嘆。首聯「子規夜夜啼櫧

葉，遠道逢春半是愁」以子規夜啼喚起詩人春愁，更覺察自己身居遠道的悲愁，

一半愁是傷春，一半愁是身居遠道。次聯「芳草伴人還易老，落花随水亦東流」，

由暮春興發時間流逝的感慨，草伴人而老，花隨水而東，似乎與我同病相憐。三

聯「山臨睥睨恒多雨，地接瀟湘畏及秋」，承上時間流逝的感傷，以山城多雨，

害怕秋天轉眼而至。末聯「唯羡君為周柱史，手持黄紙到滄洲」點出主旨，因讀

御史之詩，羨慕他能持詔出游滄州，自己卻還是「大隱柱下」不被看重。
411

此詩

用「子規夜啼」的意象而傷春，藉傷春而興發對自己懷才不遇的慨嘆。 

耿湋〈登鍾山館〉： 

 

匹馬宜春路，蕭條背館心。澗花寒夕雨，潭水黒朝林。野市魚鹽隘，江村

竹葦深。子規何處發，青樹滿高岑。
412

 

 

耿湋擅寫流離中的人情世態身世遭遇之悲，與其久居下僚又遭貶謫的際遇有很大

的關係。
413

耿湋此詩藉登鍾山館所見景物的描寫，抒發心中的悲愁，文末「子規

何處發，青樹滿高岑」藉子規鳥的悲啼，以聽覺的效果渲染全詩的悲愁氛圍。 

武元衡〈望夫石〉： 

 

佳名望夫處，苔蘚封孤石。萬里水連天，巴江暮雲碧。湘妃泣下竹成斑，

子規夜啼江樹白。
414

 

 

此為詩人遊賞湖北武昌望夫石之作。先描摹望夫石所在的景象，再以湘妃泣夫的

典故呼應「望夫」，最後以子規夜啼烘托悲涼的情境。以湘妃泣淚和子規夜啼兩

典並舉，和白居易〈江上送客〉：「杜鵑聲似哭，湘竹斑如血」用法相同。蓋兩者

悲淒意象容易相連，一是湘妃淚灑成斑竹，一是子規啼血為杜鵑，兩者同是人之

                                                      
410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二０七，頁 2166。 
411

 （明）唐汝詢選釋、王振漢點校《唐詩解》（下），頁 1137。 
412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二六八，頁 2992。 
413

 趙賀、劉九偉：〈大曆十才子詩歌創作的個性特徵〉，（《天中學刊》，第 14 卷第 1 期），頁 67。 
414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三一六，頁 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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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極致，血淚以表的神話原型。 

       劉禹錫〈後梁宣明二帝碑堂下作〉： 

 

玉馬朝周從此辭，園陵寂寞對豐碑。千行宰樹荊州道，暮雨蕭蕭聞子規。

415
 

此詩作於元和十年，劉禹錫再赴連州過江陵時。
416

詩人到後梁宣明二帝碑堂下，

有感於興衰榮辱而寫。在隋文帝徵召蕭岑入朝之後，後梁於是被滅，由於其子孫

入隋唐後多顯貴，未再回到此地，是以此地只剩「園陵寂寞對豐碑」。三句「千

行宰樹荊州道」中宰樹即墓樹，末句「暮雨蕭蕭聞子規」以雨中鵑啼的悲鳴聲帶

出後梁亡國後的淒涼景象。子規本是亡國後的的蜀王所化，徘徊此二位帝王墳

前，無疑是同病相惜的意象表徵。 

    白居易〈郊下〉： 

 

西日照髙樹，樹頭子規鳴。東風吹野水，水畔江蘺生。盡日看山立，有時

尋澗行。兀兀長如此，何許似專城。
417

 

 

此詩作於元和十五年，在忠州時，
418

白居易遊郊外有感。首聯說明日暮鵑啼的景

象，對白居易來說，年近知命，貶謫之身，此景此聲是最容易引發感觸的。末聯

「兀兀長如此，何許似專城」面對長期這樣的日子，無奈之感油然而生。此詩中

「子規鳴」仍以悲涼啼鳴聲暗喻詩人對自己處境遭遇的感慨。 

      以杜鵑悲啼意象詠懷尚有下列四首： 

 

雨餘芳草淨沙塵，水緑灘平一帶春。惟有啼鵑似留客，桃花深處更無人。

419
（羊士諤〈汎舟入後谿〉） 

 

尋源路不迷，絶頂與雲齊。坐引羣峰小，平看萬木低。雙林春色上，正有

子規啼。
420

（劉迥〈遊爛柯山〉） 

                                                      
415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三六五，頁 4121。 
416

 高志忠：《劉禹錫詩編年校注》第一冊，頁 385。 
417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四三四，頁 4805。 
418

 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二），頁 881。 
419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三三二，頁 3697。 
420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三一二，頁 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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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人自愛山中宿，又近葛洪丹井西。窗中有個長松樹，半夜子規來上啼。

421
（朱放〈山中聽子規〉） 

 

去歲清明霅溪口，今朝寒食鏡湖西。信知天地心不易，還有子規依舊啼。

422
（施肩吾〈越中遇寒食〉） 

 

羊士諤〈汎舟入後谿〉以「惟有啼鵑似留客，桃花深處更無人」暗示似乎只有杜

鵑鳥相留，自己卻無人知賞的不遇之慨。劉迥〈遊爛柯山〉則藉登峰頂遊賞春景，

聞子規啼鳴以抒發個人懷抱。朱放〈山中聽子規〉則以山中夜半獨聞鵑啼抒發個

人情志。施肩吾〈越中遇寒食〉則以杜鵑悲啼象徵天地不易心，正是神話中望帝

雖死化為鳥，但仍堅持貫徹生前意志的思維展現，施肩吾以此詠懷，正道出自己

對真理追求的執著。 

 

 

第三節   晚唐五代 

 

從文宗太和至唐亡，將近八十年的晚唐時期，帝王昏庸、宦官亂政、朋黨傾

軋、科場腐敗造成一連串國家動盪、社會衰退、民生寥落的亂象，使得晚唐詩人

有著濃厚的憂鬱情結，他們的詩作充斥淒涼悲傷的末世情調。這些文人內心深處

包袱著沈重的憂患意識，卻又無力改變衰頹的社會現實；他們抱負著經世濟民的

儒家懷抱，卻又出身寒微，無力援引，久試不第或屈居幕僚；他們的命運隨著時

代的動搖而載浮載沈，長久輾轉流離的生活使得他們對生命發出深長的喟嘆，或

憑弔古蹟詠歎歷史抒發滄桑變化之感，或轉而向佛道思想尋求心靈的慰藉。 

     時代因素加上詩人心理使然，此時是苦吟詩風的高潮期，由於學習賈島苦

吟為詩的人很多，於是晚唐五代成了「賈島的時代」。聞一多先生曾經提出「賈

島現象」，他說： 

 

由晚唐到五代，學賈島的詩人不是數字可以計算的，除極少數鮮明的例

                                                      
421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三一五，頁 3542。 
422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四九四，頁 5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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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是向著詞的意境和詞藻移動的，其餘一般詩人大眾、也就是大眾的詩

人，則全屬於賈島。從這個觀點看，我們不妨稱晚唐五代為賈島的時代。

423
 

據《全唐詩》統計，晚唐五代懷念與追和賈島的詩，共有三十八首，居唐詩人首

位，其中無可、雍陶、劉得仁、喻鳧等為前期詩人外，其餘十八人（齊己、崔涂、

薛能、馬戴、劉滄、李頻、李郢、鄭谷、張喬、李克恭、杜荀鶴、徐夤、李洞、

安錡、可止、歸仁、貫休、方干）全是唐末五代人。
424

李懷民《重訂中晚唐詩人

主客圖》列賈島一派追隨者共十三人，除張祜、周賀、喻鳧三人外，其餘十人（李

洞、曹松、馬戴、裴說、許棠、唐求、鄭谷、方干、于鄴、林寬）皆為唐末五代

人。
425

可見賈島的苦吟詩風，在唐末五代得到全面的響應。苦吟之風發展到了此

時出現了一種全新的現象——普遍的苦吟現象。
426

而苦吟不僅是中晚唐詩人一種

艱苦創作的自覺追求，也是一種審美鑑賞、抒發感情的方式，是詩人精神寄託的

管道，亦是自我陶醉的詩歌境界。 

    聞一多所言「向著詞的意境和詞藻移動的」，余恕誠認為即指李商隱、溫庭

筠、杜牧等人，其追隨者尚有韓偓、唐彥謙、吳融等人，而韋莊、羅隱亦受影響。

427
晚唐由於社會的沈悶壓抑，士人向外部世界的進取受到限制，於是感情內轉，

著重在心靈世界的探討。在語言意境方面，則刻意追求幽隱含蓄的淒豔美。
428

主

要詩人以李商隱的經歷最為曲折，人事環境最為複雜，個性最敏銳多感，因此體

味、審視、表現自己的情感世界成為其詩作中非常引人注目的特徵。杜牧詩則以

俊邁、拗峭、深於感慨的風格卓立於晚唐詩壇而與李商隱齊名，由於他風流浪漫，

性喜狎遊，以情愛和婦女為題材的詩作很多，於是逐漸向綺豔題材開拓。溫庭筠

的詩才思豔麗，韻格清拔，得力於六朝吳語文學，其詩「如春朝，如秋夜，如初

鶯之弄舌，如新花之蓓蕾，如山色之蔥蘢，如波光之晃漾，如珠溫玉軟、紅軃翠

倚，如十五六女郎執紅牙拍唱楊柳岸曉風殘月，真有一種說不出的新鮮趣味和風

流韻致。」
429

晚唐這一類的綺豔詩又常與抒寫人生感慨之作相結合，流露悲愴、

                                                      
423

聞一多：《唐詩雜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36。 
424

李定廣：〈論唐末五代的「普遍苦吟現象」〉，（《文學遺產》，2004 年第 4 期），頁 57。 
425

李定廣：〈論唐末五代的「普遍苦吟現象」〉引李懷民《重訂中晚唐詩人主客圖》，頁 57。 
426

李定廣：〈論唐末五代的「普遍苦吟現象」〉，頁 52。 
427

 余恕誠：〈晚唐兩大詩人群落及其風貌特徵〉，（《安徽師大學報》第 24 卷，1996 年第 2 期），

頁 166。 
428

 賀利：〈論晚唐詩人的憂鬱情結〉，（《內蒙古社會科學》，第 25 卷第 5 期，2004 年 9 月），頁

84。 
429

蘇雪林：《唐詩概論》，（商務印書館，1933 年），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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綺麗、委婉的風格。 

    時代因素造成文人的憂鬱傾向，流露在感傷氛圍籠罩的作品中，其作品一改

盛唐以來對事功的嚮往，以及開闊的眼界、博大的氣勢和飛動的氣象，描寫對象

轉而從日常生活的瑣事入手，將人帶入一種纖細的意趣和寧靜的境界中。動物中

的子規、蜂、蝶、燕、蟬、孤雁，植物中的柳、草、柳絮、落花、殘花、穆蘭花、

石榴花、荷花、梅花等，自然中的雲、雨、風、月等常常是詩人淒清、孤寂、落

寞、幽怨的情緒體現。
430

 

    在盛唐、中唐的文人開拓詩材後，杜宇神話幽怨、含冤、啼血、花鳥、悲啼

的意象正好適合晚唐五代詩人作為憂鬱情緒的抒發媒介，是以大量地用到詩歌的

創作中，茲分以下七點敘述之。 

 

一、 以含冤意象指涉懷才不遇 

從中唐劉長卿以杜宇神話中的含冤意象指涉韓信之怨，而抒發個人懷才不遇

之慨後，顧況、司空曙繼之，晚唐詩人更擅於使用，可從以下諸首看出： 

李商隱〈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431
 

李商隱的詩，從表層看，是難以言明的情懷與故事的陳述；從深層看，則是衰頹

時代社會感傷心理的凝結，而沈博豔麗、深情綿邈、包蘊密被等恰恰是晚唐感傷

情調所能達到的最高層次的詩歌表現型態和審美水準。
432

此詩乃詩人自傷身世，

首聯以錦瑟發出的悲聲，令人不禁悵惘而思憶起自己的華年往事。次聯承「思華

年」寫回憶中的華年往事，上句以莊周化蝶典故象徵詩人身世如夢似幻，悵然若

迷；下句藉望帝典故道出自己追求幻滅，抱負成虛的哀怨。三聯表面上寫瑟聲的

清寥悲苦，實則託寓才能不為世用的痛苦與所求虛無縹緲的惘然。中間兩聯，作

者係借瑟聲的迷幻、哀怨、清寥、縹緲概括敘寫華年所經歷的種種人生遭遇與感

受。末聯點名題意，說明失意哀傷的往事豈待追憶，在當時即已惘然若失。
433

 

                                                      
430

賀利：〈論晚唐詩人的憂鬱情結〉，頁 85。 
431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五三九，頁 6144。 
432

沈檢江：〈晚唐詩：感傷情調的全方位滲透〉，頁 70。 
433

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中冊），頁 1420～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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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詩「望帝春心托杜鵑」是詩人自比，望帝的哀婉託之鵑鳥啼鳴，正如詩

人的悲戚託之其詩作，「望帝」象徵的是詩人悲劇的一生。馮浩箋注：「謂身在蜀

中，托物寓哀。」
434

王孝廉指出：「杜鵑聲聲，所託的是望帝永遠追憶的昔日戀

情，是望帝在西山之上的永遠懷念的昔日家園」
435

 那麼李商隱所託的是失意的

一生，是理想的幻滅，是人生的感悟。 

李商隱〈哀箏〉：  

 

延頸全同鶴，柔腸素怯猿。湘波無限淚，蜀魄有餘寃。輕幰長無道，哀箏

不出門。何由問香炷，翠幕自黄昏。
436

 

 

此詩應作於李商隱自東川歸後病廢時，寫作者獨居孤獨情懷。前四句藉箏喻人，

「延頸全同鶴」喻己消瘦鶴立之狀，「柔腸素怯猿」藉猿啼寫箏聲之哀如己哀。「湘

波無限淚，蜀魄有餘寃」既說明所彈之曲，又比喻自己過去的經歷，「湘波」指

湖南失意之恨，「蜀魄」指巴閬流滯之慨，隱含身世之悲。後四句寫彈奏者之處

境與心境，箏聲既哀淒不傳出戶外，彈者亦幽居寂寥，獨自悵惘。
437

此處「湘波

無限淚」藉娥皇、女英之淚以喻湖南失意之恨，，「蜀魄有餘冤」借用杜宇典故

表示自己流滯蜀地時的無奈，同樣以湘妃和杜宇為並列意象。自己的失意恰與含

冤的杜宇一樣，其恨之深可以想見。「蜀魄」的暗示是失意的、含冤的，亦帶有

蜀地的文化意象。 

    李群玉〈黄陵廟〉： 

    

小姑洲北浦雲邉，二女容華自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

風迴日暮吹芳芷，月落山深哭杜鵑。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愁斷隔湘川。

438
  

黃陵廟在湖南省湘陰縣北洞庭湖畔，當地人在此為舜的妃子娥皇、女英立廟祭

祀。作者在離開弘文館校書郎的職務回故鄉時，途經黃陵廟，而寫下此詩。
439

首

二句寫出此廟地點並歌詠二位女神，其塑像栩栩如生，似還追隨舜帝南巡不歸而

                                                      
434

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中冊），頁 1429。 
435

王孝廉：《花與花神》，頁 54。 
436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五四０，頁 6194。 
437

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中冊），頁 1417～1420。 
438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五六九，頁 6603。 
439

張淑瓊主編：《唐詩欣賞》第十三輯，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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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啼。中間四句具體寫出黃陵廟周圍環境的悽清寂寞。詩的末兩句呼應首二句，

寫兩位女神彷彿還蹙著眉黛，隔著江水，朝暮眺望九疑山，期待舜帝的歸來。此

詩中「月落山深哭杜鵑」一句，主要烘托祠廟附近的淒涼與兩位女神的悲戚，一

個「哭」字彷彿說明二妃仍為舜帝的未歸而悲鳴不已。在書寫策略上，某種程度

受了白居易的影響，白居易曾在詩中以「月弔宵聲哭杜鵑」寫出與好友元稹離別

時的悲愁，在〈江上送客〉一詩中亦以「杜鵑聲似哭，湘竹斑如血」首度將此二

神話典故並用。此處李群玉哀悼二妃，再化用白居易的手法，以「哭杜鵑」表示

對二妃的同情憐憫。不過就方干有詩〈經群玉故居〉：「訐直上書難遇主，銜冤下

世未成翁。」
440

看來，李群玉〈黄陵廟〉應也有為自己懷才不遇抱屈的成分在。

加上大中十三年懿宗登基後，令狐綯遭彈劾去相，李群玉可能為其上書，而被捲

入黨爭，於是憤慨抽身而退。
441

胡可先曾在《政治興變與唐詩演化》中指出：「甘

露之變後的文人，對於變幻莫測政治風雲深感憂慮，中唐時期那種積極用世、改

革社會的革新精神，被全身遠禍、冷眼旁觀的漠然心態所代替。」
442

 依此看來，

他此次出京，既有失望、憤怒、屈辱和辛酸，還有憂讒畏譏、求全避禍對政治的

清醒。是以李群玉在與此詩同時之作〈題二妃廟〉： 

 

黄陵廟前春巳空，子規啼血滴松風，不知精爽歸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

443
 

流露一種清怨的特徵。
444

「子規啼血」除了悲愁氛圍的渲染外，還有隱藏在詩人

心底深處對時代、對朝廷的怨。但李群玉的詩裡看不到太多的憤恨，這與他生長

在荊楚地區，長期受逍遙自適傳統地域文化薰陶及其本身耿介放曠的個性使然，

其作品流露「清介」的風格，
445

「不知精爽歸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以精氣

化入行雲秋色，予人清幽放曠之感。 

    杜宇悲劇的一生往往是詩人悲劇一生的寫照，在晚唐眾多在仕途上受挫的文

人筆下最能表露心聲。另外一方面也由於賈島現象的普遍影響，賈島曾以〈子規〉

                                                      
440

方干〈經羣玊故居〉：「訐直上書難遇主，衘寃下世未成翁。琴樽劒鶴誰將去，惟鏁山齋一樹風。」

（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五十四，頁 822。 
441

 于俊利：〈論晚唐時局中詩人李群玉的心態〉，（《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第 27 卷第 1 期，2007

年 3 月），頁 11。 
442

 胡可先：《政治興變與唐詩演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85。 
443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五七０，頁 6608。 
444

 周建軍、伍玖清：〈李群玉及其詩歌考論〉，（《中國韻文學刊》第 20 卷第 3 期，2006 年 9 月），

頁 33。 
445

周建軍、伍玖清：〈李群玉及其詩歌考論〉，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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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詩象徵自己的苦難人生。故李頻有〈哭賈島〉和〈過長江傷賈島〉二首： 

 

秦樓吟苦夜，南望只悲君。一宦終遐徼，千山隔旅墳。恨聲流蜀魄，寃氣

入湘雲。無限風騷句，時來日夜聞。
446

（〈哭賈島〉） 

 

忽從一宦逺流離，無罪無人子細知。到得長江聞杜宇，想君魂魄也相隨。

447
（〈過長江傷賈島〉） 

 

二詩以賈島自喻的子規意象為其傷悼，可看出李頻對賈島的崇拜。〈哭賈島〉以

「恨聲流蜀魄，寃氣入湘雲」，藉杜宇神話為賈島悲憤的一生抱屈；〈過長江傷賈

島〉又以「忽從一宦逺流離，無罪無人子細知」明白道出他無罪遭貶的冤情，最

後以賈島必與杜宇相知相隨，同化子規作結。充分以杜宇神話中的含冤意象為賈

島申訴。 

羅隱〈子規〉：  

 

銅梁路逺草青青，此恨那堪枕上聽。一種有寃猶可報，不如銜石疊滄溟。

448
 

羅隱二十歲始應進士第，但屢試不第，一直到五十五歲東歸吳越王，前後三十六

年，仕途蹇澀，過著顛沛流離、窮愁潦倒的生活。故他的詩多發不平之鳴，滿溢

忠憤之氣。
449

他的詠物詩中能在細小的題材中挖掘出新意，或著語諷刺某一詬

病，或體會出人生百味，均有一定見解。
450

此詩首句揭示之地名「銅梁」在四川，

即以文化意象帶出子規，接著以子規啼聲甚悲，若有遺恨，此恨無疑是杜宇之恨，

故言「此恨那堪枕上聽」。更將杜鵑與精衛鳥相比擬云：「一種有冤無可報，不如

含石疊滄溟」，亦即認為杜鵑既與精衛同屬飽含無限冤屈的「冤鳥」，不如就學精

衛銜石填海以消減遺恨，而不須再晝夜悲鳴，鳴訴不休了。 

子規與精衛並舉，在意象的取材上的確充滿新意，要子規啣石填海，莫再悲

鳴不已，其中更充滿諸多人生況味。此詩以子規意象做為詩人人生感懷的借喻主

                                                      
446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五八九，頁 6837。 
447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五八九，頁 6812。 
448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六五八，頁 7561。 
449

 張子清：〈時來天地皆同力，運來英雄不自由——試論羅隱詠史詩中的進步歷史觀〉，（《中國

韻文學刊》第 21 卷第 4 期，2007 年 12 月），頁 36。 
450

 由興波：〈羅隱詩歌探微〉，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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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所言不只是杜宇之恨，更是人生之恨。可見羅隱以杜宇含冤意象指涉自己悲

愁憤懣的一生。 

羅隱另有〈下第寄張坤〉： 

 

謾費精神掉五侯，破琴孤劒是身讐。九衢雙闕擬何去，玉壘銅梁空舊遊。

蝴蜨有情牽晩夢，杜鵑無頼伴春愁。思量不及張公子，經歲池江倚酒樓。

451
  

詩人在下第後寄友張坤，其感傷落漠是可以想見的。首二句是對自己費盡心思卻

仍功虧一簣的悲憤，三四句表達一種不知何去何從的無奈，「蝴蜨有情牽晩夢，

杜鵑無賴伴春愁」，明顯化用李白「野禽啼杜宇，山蝶舞莊周」和李商隱「曉夢

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之句，同以蝴蝶和杜鵑並列，故知「杜鵑無賴伴春愁」

之「杜鵑」乃指子規鳥，而非杜鵑花。無可奈何的心緒只能靠夜晚牽夢的蝴蝶、

伴春啼鳴的杜鵑來排遣，最後自嘆才華不及張坤，表達對好友的肯定與祝福。若

站在羅隱〈子規〉含冤意象的理解基礎上，來看此詩「杜鵑無賴伴春愁」，杜鵑

意象應是滿懷作者懷才不遇的失意的。 

吳融〈聞杜鵑〉： 

 

花時一宿碧山前，明月東風叫杜鵑。孤館覺來聽夜半，羸僮相對亦無眠。

汝身哀怨猶如此，我淚縱横豈偶然。爭得蒼蒼知有恨，汝身成鶴我成仙。

452
    

遊子本不堪杜鵑聲，更何況在夜半孤館？吳融以此寫出亂世流寓的文人心聲。「汝

身哀怨猶如此，我淚縱横豈偶然」，將自己流離之身與杜宇身世相比，兩者同病

相憐。故言蒼天若知你我遺恨，既已化汝為鳥，亦應化我為仙。作者藉子規含冤

意象抒其生逢亂世、懷才不遇的悲慨。 

 

二、以啼血意象象徵悲愁 

藉杜鵑啼血意象以詠懷，在中唐顧況〈攝山聞子規〉、王建〈夜聞子規〉、呂

溫〈道州月歎〉詩中已開其端，且三首詩中杜鵑啼血的時間點均在夜月，更與古

籍中「夜啼達旦，血漬草木」之記載不謀而合。晚唐五代詩人繼之，有承其時間

                                                      
451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六六四，頁 7606。 
452

（清）徐倬編：《全唐詩錄》卷九十二，輯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1473 冊，頁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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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的綰合點，也有跳脫時間限制，啼血不與月夜同時出現。
 

杜荀鶴〈聞子規〉： 

 

楚天空濶月成輪，蜀魄聲聲似告人。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453
 

杜荀鶴如同眾多的晚唐士子，生逢亂世的社會底層，一生苦讀吟詩，但屢試不第，

經歷坎坷，到五十歲才終於得第，可是由於時局動亂沒有授予官職，最後他自貶

人格投靠地方強藩，五十八歲時受到朱全忠的賞識，任翰林學士，不幸任官十日

便染重病身亡。詩人坎坷一生，故作品中體現晚唐的哀世之音，把國難、世亂、

身心勞苦訴諸詩文，表現亡國之悲、命運之悲、人格之悲。
454

此詩作者以杜宇悲

劇的化身入題，杜宇化為子規聲聲告人，叫出自己思歸故國的願望，但是任憑子

規鳥怎麼叫，怎麼啼血，歷史並不會因此而改變，不如從此緘口，莫再啼鳴。詩

人對人生採取一種消極的控訴，任憑自己怎麼努力，都不能改變自己貧窮的命

運，不如放棄。此乃杜荀鶴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折打擊後消極避世心理的體現，

充滿一種無可奈何的落寞感。此詩以子規的啼血意象反映的是詩人悲劇的一生，

並綰合月夜的時間特點。 

李洞 〈聞杜鵑〉： 

 

萬古瀟湘波上雲，化為流血杜鵑身。長疑啄破青山色，只恐啼穿白日輪。

花落玄宗回蜀道，雨收工部宿江津。聲聲猶得到君耳，不見千秋一甑塵。

455
  

李洞是唐末一位學賈島而有所成就的苦吟詩人，加上長年的科舉失意及其本身的

悲劇性格，使得他的詩歌內容多反映貧寒多病、累舉不第、落拓隱居或禪悅的生

活。謀篇造句上求新奇刻峭，且好峭瘦枯寂、冷僻淒清之境。
456

李洞大約在乾符

三年（876）入蜀，中間雖一度赴京應舉，然落第後旋即返蜀，天復七年（907）

病逝於蜀。
457

此詩亦為作者在蜀中之作。詩中李洞藉聞杜鵑聲有感而抒發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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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六九三，頁 7983。 
454

 王培俠：〈杜荀鶴詩悲情探微〉，（《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第 17 卷第 2 期，2008 年 3 月），頁

82～84。 
455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七二三，頁 8296。 
456

 郭素華：〈從李洞的詩歌創作看晚唐苦吟詩風〉，（泉州師範學院：《美與時代》，2007 年 8 月），

頁 112～113。 
457

 胡筠：〈李洞蜀中詩歌創作研究〉，（《綿陽師範學院學報》第 26 卷第 3 期，2007 年 3 月），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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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懷。「萬古瀟湘波上雲，化為流血杜鵑身。長疑啄破青山色，只恐啼穿白日輪」，

描寫杜鵑鳥啼血的悲哀，其哀淒的程度幾可啄破青山、啼穿白日，這些夸飾意象

都是要凸顯面對江山作者心中的悲憤。「花落玄宗回蜀道，雨收工部宿江津。聲

聲猶得到君耳，不見千秋一甑塵」，藉曾入蜀的玄宗和杜甫都曾聞鵑啼而興嘆，

歷史的興衰終成過往，不留痕跡，但杜鵑的啼聲代代不變，仍舊使得每朝入蜀文

人聞之斷腸。杜鵑聲給予李洞的感懷，不僅僅是歷史的興衰，不僅僅是時代的悲

愁，其實更深的是自己身世感慨。而其啼血意象的使用已跳脫月夜的時間限制。 

無名氏〈聽琴〉： 

 

六律鏗鏘間宫徴，伶倫寫入梧桐尾。七條瘦玉叩寒星，萬派流泉哭纎指。

空山雨腳隨雲起，古木燈青嘯山鬼。田文墮淚曲未終，子規啼血哀猿死。

458
 

作者多方譬喻琴聲之淒涼哀怨，最後以「子規啼血哀猿死」作結，無疑化用白居

易「杜鵑啼血猿哀鳴」詩句。以樂音之哀融入杜宇悲鳴聲，而象徵心中之悲，寫

出亟欲斷腸的傷痛，應是作者身世之慨才會引來如此深長的喟嘆。 

 

三、花鳥融啼血意象疊加哀愁 

    巧用杜鵑花鳥意象疊加哀愁以抒懷，在中唐白居易〈送春歸〉首開其風，賈

島〈子規〉、李紳〈南梁行〉、〈杜鵑樓〉承之。其中又以賈島〈子規〉使用地最

為深刻，不僅以神話原型入詩，並融合花鳥和啼血的意象暗喻自己苦難的一生。

晚唐許多詩人因崇拜賈島的關係，受其影響，亦慣於以「子規」為題入詩，，除

李頻以含冤意象為賈島申冤外，陸龜蒙、來鵠等則善於融合花鳥和啼血意象疊加

哀愁，以象徵自己的悲怨不平。 

陸龜蒙〈子規〉： 

 

碧竿微露月玲瓏，謝豹傷心獨叫風。高處已應聞滴血，山榴一夜幾枝紅。

459
 

陸龜蒙許多詩都流露亂世隱居孤高寂寞的感傷情懷，此詩亦然。「謝豹傷心獨叫

風」即以子規的悲鳴聲道出自己生逢亂世的悲哀、理想幻滅的沈痛。三四句以花

                                                      
458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七八五，頁 8862。 
459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六二八，頁 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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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融啼血三重意象的疊用，渲染哀怨的氛圍。「高處已應聞滴血」言杜鵑鳥夜半

啼血，「山榴一夜幾枝紅」言啼血染成杜鵑花的悽惻，每一次傷心的控訴，就是

一朵傷口的烙印，詩人的沈痛至極藉此一神話意象得以表明。 

來鵠〈子規〉二首： 

 

雨恨花愁同此寃，啼時聞處正春繁。千聲萬血誰哀爾，爭得如花笑不言。

460
 

月落空山聞數聲，此時孤館酒初醒。投人語若似伊淚，口畔血流應始聽。

461
 

來鵠善用比興手法，託物抒懷言感。「子規」是生活處境艱難的詩人自喻，也是

廣大飢寒交迫、哀苦無告平民百姓的寫照。來鵠在大中、咸通年間以詩才聞名，

然因家貧不達，詩作多諷時刺世，為權貴所忌恨，屢試不第，終身布衣。
462

故將

自己的不平之冤化作子規，詩中才會又是「雨恨花愁」，又是「千聲萬血」，花鳥

融啼血三層的哀怨意象象徵著作者的悲憤，可謂憤懣之至。前一首〈子規〉表現

出來的是憤多於悲，後一首〈子規〉以「淚」、「血」對舉，表現的則是悲多於憤，

足見詩人內心的衝突矛盾。 

羅鄴〈聞子規〉： 

 

蜀魄千年尚怨誰，聲聲啼血向花枝。滿山明月東風夜，正是愁人不寐時。

463
 

羅鄴是餘杭人，雖家貲鉅萬，但咸通中數次下第。曾飄泊湘浦間，為崔素幕僚。

久居下職，於是踉蹌北征，赴職單于，最後抑鬱而卒。
464

此詩可看出他以杜宇神

話典故寄託自己失意受挫的一生，「蜀魄千年尚怨誰，聲聲啼血向花枝」藉杜宇

之怨，以啼血染花的意象表達自己有志不得伸的深沈苦痛，將花鳥與啼血意象全

寫入詩中，使原本花鳥二層哀怨的疊加，提升為三層哀怨的疊加，其抑鬱之深可

以想見。 

    以花鳥融啼血意象的使用從賈島開始，均以「子規」（杜鵑鳥）或「聞子規」

為題，此一意象的發展到了後期，有改以「杜鵑花」為題的趨勢，如韓偓〈淨興

                                                      
460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六四二，頁 7367。 
461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六四二，頁 7367。 
462

李軍：〈來鵠詩簡論〉，（《江蘇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 10 卷第 3 期，1999 年 9 月），頁 48。 
463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六五四，頁 7522。 
464

 （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八，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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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杜鵑一枝繁豔無比〉： 

 

一園紅豔醉坡陀，自地連梢簇蒨羅。蜀魄未歸長滴血，祗應偏滴此叢多。

465
 

寫杜鵑花，卻能融入花鳥與啼血的意象，以花取代鳥，作為悲怨的象徵。三、四

句即明白道出此紅豔無比的杜鵑花乃蜀魄滴血而成，而此叢偏滴最多，象徵悲怨

最深。韓偓在昭宗朝，因不滿權貴，遭朱全忠搆禍，貶濮州司馬，之後便屢遭貶

謫。
466

心中的悲憤可以想見，所謂情寓景中，寫花即寫人，韓偓此詩深寓遭遇不

平的慨嘆。 

 

四、以悲啼意象烘托氛圍 

    從盛唐李白〈蜀道難〉開始即以「子規啼月夜」結合文化意象與聽覺意象以

渲染個人悲愁，中唐耿湋〈登鍾山館〉、武元衡〈望夫石〉、白居易〈郊下〉、劉

禹錫〈後梁宣明二帝碑堂下作〉則直接以聽覺意象烘托個人悲愁。巧合的是，中

唐詩人以聽覺意象烘托個人悲愁的詩裡，均與黃昏的時間特點綰和，是黃昏意象

與子規意象的結合成為中唐詩歌意象的一個開發。晚唐五代繼之，以子規烘托悲

愁，卻已跳脫中唐詩人黃昏意象結合子規意象的用法，表現在以下諸作： 

杜牧〈惜春〉： 

 

花開又花落，時節暗中遷。無計延春日，何能駐少年。小叢初散蝶，高

柳即聞蟬。繁艷歸何處，滿山啼杜鵑。
467

 

 

此詩杜牧主要在嘆息春光的流逝，「繁艷歸何處，滿山啼杜鵑」感傷花落春去，

徒留滿山杜鵑悲啼，使詩的結尾瀰漫在悲愁的氛圍中，久久不散。雖為傷春惜時，

其實詩中蘊含著老大無成的感傷，並且還有對離亂時代蹉跎理想抱負的深深喟

嘆。 

吳融〈玉女廟〉： 

    

九清何日降仙霓，掩映荒祠路欲迷。愁黛不開山淺淺，離心長在草萋萋。

                                                      
465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六八０，頁 7794。 
466

 （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九，頁 216。 
467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五二六，頁 6031。 



144 

 

簷横綠派王餘擲，窗褭紅枝杜宇啼。若得洗頭盆置此，靚妝無復碧蓮西。

468
  

此詩應是吳融隨帝幸華州時所作，因玉女峰在華山，玉女盆乃華山玉女峰上的石

臼，相傳為仙女洗頭所用，世稱「玉女洗頭盆」。
469

時吳融約五十歲，首聯寫出

玉女廟的荒蕪，次聯的「愁黛」與「離心」都是作者心情的表徵，三聯藉杜宇悲

啼聲烘托此祠的淒涼，四聯言若將玉女峰上的洗頭盆置此，此祠或許不會荒蕪若

此。故此詩杜宇意象在以聽覺烘托淒涼之境，此淒涼非獨為玉女廟之淒涼，還透

顯作者心境之淒涼。 

薛濤〈贈楊藴中〉： 

 

玉漏聲長燈耿耿，東牆西牆時見影。月明窗外子規啼，忍使孤魂愁夜永。

470
 

此詩詩題下云：「進士楊藴中得罪下獄在成都府，夜夢一婦人，雖貌不揚，而言

詞甚秀，曰：『吾即薛濤也，頃幽死此室』，乃贈藴中詩。」
471

《萬首唐人絕句》

及《古詩鏡》均題薛濤死後作，其說甚為詭異。若勉強視為薛濤作，由詩文可看

出以「月明窗外子規啼」渲染悲愁氛圍，將自己死後孤獨淒涼的情狀藉子規夜啼

之聲烘托而出。 

 

五、以植物意象寄寓慨嘆失意 

    杜宇神話化入文學意象，成為唐代文人特有的書寫策略後，從化鳥意象、含

冤意象、啼血意象、悲鳴意象到花鳥意象的二重疊加、花鳥與啼血三重的疊加，

文人的創意使得神話意象之擷取不斷翻陳出新，杜鵑鳥與杜鵑花故事的奇特綰

和，使詩人在創作上不僅以杜鵑花鳥為意象，亦能跳脫子規、花鳥的慣用策略，

獨取杜鵑花為詠物抒懷的媒介。當然杜鵑花意象的使用是否涉及杜宇神話，依讀

者不同的角度解讀仍有諸多商議的空間，然作為學術研究，仍須將之羅列，以提

供更寬廣的討論空間。下列李群玉〈歎靈鷲寺山榴〉、李咸用〈同友生題僧院杜

鵑花〉、曹松〈寒食日題杜鵑花〉三首，是否從杜宇神話指涉而出，頗待商榷，

但筆者以為唐代詩人對杜鵑鳥意象的解讀，透過杜宇神話與花鳥意象的廣泛使

                                                      
468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六八六，頁 7885。 
469

胡雅嵐：〈吳融生平及其詩作研究〉，（私立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6 月），

頁 41。 
470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八六六，頁 9804。 
47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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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必然某一程度地影響杜鵑花意象的指涉涵義，此三首均為詩人「懷才不遇」

的隱喻可見一斑。而成彦雄〈杜鵑花〉一首則明確化用杜宇神話，從詩中可清楚

窺知。分述如下： 

李群玉〈歎靈鷲寺山榴〉，藉詠杜鵑花而發感慨，其詩曰： 

 

水蝶巖蜂俱不知，露紅凝艷數千枝。山深春晩無人賞，即是杜鵑催落時。

472
 

詩人以無比同情的筆調，哀嘆山榴（杜鵑花）不被賞識，為它們即便「露紅凝艷

數千枝」卻遭受冷落呼喊不平，其實李群玉正以此寄寓自己在坎坷境遇下的痛苦

心情，托物言志，我在物中。 

獨讚杜鵑花，深惋其與眾不同卻無人知賞之作，尚有李咸用〈同友生題僧院

杜鵑花〉： 

 

若比衆芳應有在，難同上品是中春。牡丹為性疎南國，朱槿操心不滿旬。

留得却緣眞達者，見來寧作獨醒人。鶴林太盛今空地，莫放枝條出四鄰。

473
 

將杜鵑花喻為獨醒之人，雖非花中上品，卻是真達之人。當牡丹不來、朱槿凋謝

之際，唯有杜鵑花依舊綻放，無異是作者自我寫照。雖然無人知遇，自己仍能堅

守節操，頗有顧影自憐的傷感。 

曹松〈寒食日題杜鵑花〉： 

 

一朶又一朶，併開寒食時。誰家不禁火，總在此花枝。
474

 

 

曹松以一種獨特的觀賞角度，以寒食節為時間背景，凸顯家家禁火之際，杜鵑花

以其火紅之姿，打破禁火的習俗，正是詩人孤芳自賞的隱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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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寒食夜，數

                                                      
472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五七０，頁 6610。 
473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六四六，頁 7415。 
474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七一七，頁 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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朶野僧家。謝豹出不出，日遲遲又斜。
475
 

 

成彥雄為南唐詩人，此詩先以杜鵑花鳥勾勒出一怨豔的意象，再以子規啼血染花

的典故點明怨之深切。「一聲寒食夜」呼應鳥啼，「數朶野僧家」呼應花綻。最後

「謝豹出不出，日遲遲又斜」帶出黃昏鵑啼的淒涼，其表達內心的沈痛可見一斑。 

 

六、以化鳥意象寄託無常的哲思 

李商隱〈井泥四十韻〉： 

 

皇都依仁里，西北有髙齋。昨日主人氏，治井堂西陲。工人三五輩，輦出

土與泥。到水不數尺，積共庭樹齊。他日井甃畢，用土益作堤。曲隨林掩

映，繚以池周迴。下去冥寞穴，上承雨露滋。寄辭别地脉，因言謝泉扉。

升騰不自意，疇昔忽已乖。 

伊余掉行鞅，行行來自西。一日下馬到，此時芳草萋。四面多好樹，旦暮

雲霞姿。晚落花滿地，幽鳥鳴何枝。蘿幄既已薦，山樽亦可開。待得孤月

上，如與佳人來。因兹感物理，惻愴平生懷。 

茫茫此羣品，不定輪與蹄。喜得舜可禪，不以瞽瞍疑。禹竟代舜立，其父

吁咈哉。嬴氏并六合，所來因不韋。漢祖把左契，自言一布衣。當塗佩國

璽，本乃黄門攜。長戟亂中原，何妨起戎氐。 

不獨帝王耳，臣下亦如斯。伊尹佐興王，不藉漢父資。磻溪老釣叟，坐為

周之師。屠狗與販繒，突起定傾危。長沙啓封土，豈是出程姬？帝問主人

翁，有自賣珠兒。武昌昔男子，老苦為人妻。蜀王有遺魄，今在林中啼。

淮南雞舐藥，翻向雲中飛。 

大鈞運羣有，難以一理推。顧於冥冥内，為問秉者誰？我恐更萬世，此事

愈云為。猛虎與雙翅，更以角副之。鳯凰不五色，聨翼上雞棲。我欲秉鈞

者，朅來與我偕。浮雲不相顧，寥泬誰為梯？悒怏夜將半，但歌井中泥。

476
 

此詩乃作者因井泥昇騰而慨嘆自己的淪謫不遇。詩分五節。第一節寫深埋地底之

泥因治井而昇騰地面，上承雨露。第二節寫井泥築為池堤後，池上林間所呈現的

                                                      
475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七五九，頁 8626。 
476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五四一，頁 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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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美景色。「因兹感物理，惻愴平生懐」，由井泥地位的變化而聯想到自己的生平

遭遇，引出下節對「物理」的議論。第三節以「茫茫此羣品，不定輪與蹄」總起，

列舉舜、禹、秦始皇、漢高祖、魏武帝、五胡等大有作為的帝王均起於微賤，證

明賤者可以變為貴的道理，和井泥一樣。接著以「不獨帝王耳，臣下亦如斯」轉

入第四節，伊尹、呂望、樊噲、灌嬰等，均出身微賤而佐興王成大業；長沙定王、

董偃雖無功業，然亦微賤而居尊貴。男變為女、君化為禽、雞犬升天，自然社會

人事的變化往往令人惶恐而不知所措。第五節就「大鈞運羣有，難以一理推」抒

慨，作者希望自己可以和聖賢一樣雖起於微賤仍可成就大業，但害怕的是猛虎異

角、鳳凰難棲。面對浮雲蔽日、天高難梯、物理難明的多變世事，詩人僅能在漫

漫長夜中空歌井泥，抒發怨憤罷了。
477

 

    此詩中「蜀王有遺魄，今在林中啼」，以杜宇化鵑的典故道出人化為禽，與

男化為女、雞犬升天同表自然人事變化的不可掌握，其用法與左思「妄變化於非

常」和鮑照「念死生變化非常理」相似。在杜宇神話意象的使用上，李商隱的運

用，是抒情範式上的一種回歸，在盛唐、中唐幾乎未再使用此一抒情範式之後，

李商隱的詮釋是此一神話最初書寫策略的回返，也是一個新的意象的開拓。 

     

七、以飛鳥意象隱喻自在的追求 

晚唐與六朝時人同樣有著亂世情結，憤世和遁世成了構成詩作主要基調的兩

個側面。憤世情結發抒而為時代諷喻與亡國悲歌，遁世則在消極中邁向佛道自在

逍遙的自我關照，其作品風格迥異於同時代的哀婉悲愁。如薛能〈題開元寺閣〉： 

 

一閣見一郡，亂流仍亂山。未能終日住，尤愛暫時閒。唱櫂吳門去，啼林

杜宇還。高僧不可羨，西景掩禪關。
478

 

 

薛能詩歌的風格，簡單地說，就是豪健和英逸並存，正因它的思想以儒為主，又

時入佛道思想的緣故。相對於晚唐氣象衰颯、氣弱格卑以及唐末輕清細微詩風總

趨向而言，算是獨具一面的一個。
479

 此詩首二句就流露一種豪健的風格，後文

的「暫時閒」、「唱櫂」、「高僧」、「禪關」等詞均含有佛道思想中逍遙的英逸之氣。

                                                      
477

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中冊），（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 年），頁 1403

～1416。 
478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五六０，頁 6493。 
479

 岳五九：〈薛能詩歌簡論〉，（《合肥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3 期，2008 年 5 月），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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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中「啼林杜宇還」，以杜宇為鳥的代稱，呈現的是一種飛鳥自在飛迴的適性，

和上句「唱櫂吳門去」共同呈現人鳥和諧相處的閒適生活。這種鳥自在優游的意

象在魏晉南北朝文人的作品中常常看到。在薛能詩中，讓杜宇形象一直以來不同

於自在適性的飛鳥意象，兩者有了合流的現象，這對杜鵑意象的使用上是一個全

新的開拓。 

薛能〈嘉陵驛〉： 

 

江濤千疊閣千層，銜尾相隨盡室登。稠樹蔽山聞杜宇，午煙薰日食嘉陵。

頻題石上程多破，暫歇泉邊起不能。如此幸非名利切，益州來日合擕僧。

480
 

此詩寫景中飽含一種自在的禪境。前二句以壯闊景致描繪嘉陵驛所在地，三四句

寫此地的自然風物與人文活動，「稠樹蔽山聞杜宇」寫自然，「午煙薰日食嘉陵」

敘人文，呈現人鳥和諧相處的意境。五六兩句是詩人此行中的活動，大有隱喻人

生的躓跛。最後「如此幸非名利切，益州來日合擕僧」，以結交僧侶為期。「合擕

僧」便是希望自己參悟佛理，超越名利。故此詩中「杜宇」仍是鳥的代稱，同〈題

開元寺閣〉中的意蘊，以自然風物的呈現，表達自在悠閒的適性。 

李咸用〈題王處士山居〉： 

 

雲木沈沈夏亦寒，此中幽隱幾經年。無多别業供王稅，大半生涯在釣船。

蜀魄叫迴芳草色，鷺鷥飛破夕陽煙。干戈蝟起能高臥，只箇逍遥是謫仙。

481
 

詩的前半說雖然一生未得志，既無別業，又僅魚蝦餬口，然王處士仍徜徉此涼夏

林中，獨享垂釣之樂。五句以「蜀魄叫迴芳草色」言無春無夏，六句以「鷺鷥飛

破夕陽煙」道無早無暮，七八句說王處士只是饑飯困眠，苟全性命，一切理亂，

總置不聞，像個逍遙的謫仙。
482

是以本詩中「蜀魄」以飛鳥自在形象不受時序羈

絆，象徵王處士不受世俗干戈影響，超然物外之樂。 

貫休〈聞新蟬寄桂雍〉： 

 

新蟬中夜叫，嘒嘒隔溪濆。杜宇仍相雜，故人聞不聞？捲簾花動月，瞑目

                                                      
480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五六０，頁 6499。 
481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六四六，頁 7404。 
482

 金聖嘆：《聖嘆選批唐才子詩》，（正中書局，1965 年），頁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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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生雲。終共謝時去，西山鸞鶴羣。
483

 

 

貫休為唐末有名的詩僧，詩境甚有禪意，以杜鵑（杜宇）為一般飛鳥意象，表露

擺脫世俗名利羈絆，自在悠遊的隱世思想。 

齊己〈春寄尚顔〉和〈聞道林諸友嘗茶因有寄〉： 

 

含桃花謝杏花開，杜宇新啼燕子来。好事可能無分得，名山長似有人催。

簷聲未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心跡共師爭幾許，似人嫌處自遲迴。

484
 

槍旗冉冉綠叢園，穀雨初晴叫杜鵑。摘帶岳華蒸曉露，碾和松粉煮春泉。

高人夢惜藏岩里，白硾封題寄火前。應念苦吟耽睡起，不堪無過夕陽天。

485
 

齊己與貫休同為詩僧，詩時露親族與家國之思，也多僧俗友人之念，由於自己曾

示道參禪，詩意頗有禪機，風格清雅幽峭。
486

〈春寄尚顔〉以春景寄友，流露恬

然自適的清幽生活，故首聯以花鳥帶出春景，此「杜宇」純為飛鳥泛指，賞春的

悠閒意致盡在其中。〈聞道林諸友嘗茶因有寄〉藉「穀雨初晴叫杜鵑」點出時序，

杜鵑仍以飛鳥意象傳達與友悠閒自在，共享人鳥和諧相處的自然之趣。 

    潘佑〈感懷詩〉： 

 

幽禽喚杜宇，宿蝶夢莊周。席地一樽酒，思與元化浮。但莫孤明月，何必

秉燭遊。
487
 

 

胡仔《漁隱叢話》認為此詩與李白〈斷句〉所表相同，同將莊周夢蝶與杜宇化鳥

之典並列，表達出對精神自由境界的追求。然而李白直契莊子精神境界的內涵與

潘佑處於南唐末世之悲昇華而為現實逃離的表述是不相同的，潘佑較類於六朝時

人。 

 

    茲將此章所談運用杜宇神話意象入詩的作品整理如下表： 

                                                      
483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八三０，頁 9378。 
484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八四六，頁 9568。 
485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八四六，頁 9571。 
486

 蕭麗華：《唐代詩歌與禪學》，頁 198。 
487

 （宋）胡仔《漁隱叢話》後卷集四，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1480 冊，頁 40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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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時代時代時代 意象意象意象意象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詩名詩名詩名詩名 詩句詩句詩句詩句 《《《《全唐詩全唐詩全唐詩全唐詩》》》》

卷數卷數卷數卷數 

 

盛 

 

唐 

悲啼（文

化） 

李白 〈蜀道難〉 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 162 

化鳥（周蝶

＋杜鵑） 

李白 〈斷句〉 野禽啼杜宇，山蝶舞莊周 《李太白

集注》30 

 

 

 

 

 

 

中 

 

 

 

 

 

 

 

 

 

 

唐 

 

 

 

 

 

 

 

 

 

 

 

 

 

 

含冤 劉長卿 〈經漂母

墓〉 

山木杜鵑愁 147 

含冤（萇弘

＋杜宇） 

顧況 〈露青竹

杖歌〉 

碧鮮似染萇弘血，蜀帝城

邊子規咽 

265 

含冤（啼

血） 

顧況 〈子規〉 杜宇冤亡積有時，年年啼

血動人悲。若叫恨魂皆能

化，何樹何山著子規 

267 

含冤（啼

血） 

司空曙 〈杜鵑行〉 全詩 293 

啼血 顧況 〈攝山聽

子規〉 

棲霞山中子規鳥，口中血

出啼不了 

267 

啼血 王建 〈夜聞子

規〉 

子規啼不歇，到曉口應穿 301 

啼血 呂溫 〈道州月

歎〉 

子規啼是血 371 

啼血（含

冤） 

鮑溶 〈子規〉 「中林子規啼，云是古蜀

帝。蜀帝胡為鳥，驚急如

罪戾」、「泣血經世世」、「誰

聞子規苦」 

485 

花鳥 白居易 〈送春歸〉 今年杜鵑花落子規啼 435 

花鳥 李紳 〈南梁行〉 杜鵑啼咽花亦殷，聲悲絕

艷連空山 

480 

花鳥 李紳 〈杜鵑樓〉 「繁艷向人啼宿露，落英

飄砌怨春風」、「惟有此花

隨越鳥，一聲啼處滿山紅」 

481 

花鳥（啼

血） 

賈島 〈子規〉 「逰魂自相叫，寧復記前

身」、「自有霑花血，相和

淚滴新」 

573 

花鳥 徐凝 〈沅花〉 誰為蜀王身作鳥，自啼還

自有花開。 

474 

悲啼 李嘉祐 〈暮春宜陽 子規夜夜啼櫧葉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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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唐 

 

 

郡齋愁坐忽

枉劉七侍御

新詩因以酬

答〉 

悲啼 耿湋 〈登鍾山

館〉 

子規何處發，青樹滿髙岑 268 

悲啼 

（湘妃＋杜

鵑） 

武元衡 〈望夫石〉 湘妃泣下竹成斑，子規夜

啼江樹白 

316 

悲啼 劉禹錫 〈後梁宣明

二帝碑堂下

作〉 

暮雨蕭蕭聞子規 365 

悲啼 白居易 〈郊下〉 西日照髙樹，樹頭子規鳴 434 

悲啼 羊士諤 〈汎舟入

後谿〉 

惟有啼鵑似留客，桃花深

處更無人 

332 

悲啼 劉迥 〈遊爛柯

山〉 

雙林春色上，正有子規啼 312 

悲啼 朱放 〈山中聽

子規〉 

窗中有個長松樹，半夜子

規來上啼 

315 

悲啼 施肩吾 〈越中遇

寒食〉 

信知天地心不易，還有子

規依舊啼 

494 

 

 

晚 

  

 

 

唐 

 

 

 

五 

 

 

 

代 

含冤 

（周蝶＋杜

鵑） 

李商隱 〈錦瑟〉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

心托杜鵑 

539 

含冤 

（湘妃＋杜

鵑） 

李商隱 〈哀箏〉 湘波無限淚，蜀魄有餘寃 540 

含冤 

（湘妃＋杜

鵑） 

李群玉 〈黄陵廟〉 月落山深哭杜鵑 569 

含冤 

（湘妃＋杜

鵑） 

李群玉 〈題二妃

廟〉 

子規啼血滴松風 570 

含冤 李頻 〈哭賈島〉 恨聲流蜀魄，寃氣入湘雲 589 

含冤 李頻 〈過長江

傷賈島〉 

到得長江聞杜宇，想君魂

魄也相随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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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唐 

 

 

   

 

 

 

 

 

五 

 

 

 

 

 

 

 

代 

 

 

 

含冤 羅隱 〈子規〉 一種有寃猶可報，不如銜

石疊滄溟 

658 

含冤 

（蝴蝶＋杜

鵑） 

羅隱 〈下第寄

張坤〉 

蝴蜨有情牽晩夢，杜鵑無

頼伴春愁 

664 

含冤 吳融 〈聞杜鵑〉 「明月東風叫杜鵑」、「汝

身哀怨猶如此」 

《全唐詩

錄》92 

啼血 杜荀鶴 〈聞子規〉 「蜀魄聲聲似告人」、「啼

得血流無用處」 

693 

啼血 李洞  〈聞杜鵑〉 化為流血杜鵑身 723 

啼血 無名氏 〈聽琴〉 子規啼血哀猿死 785 

花鳥+啼

血 

陸龜蒙 〈子規〉 高處已應聞滴血，山榴一

夜幾枝紅 

628 

花鳥+啼

血 

來鵠 〈子規〉二

首 

「雨恨花愁同此寃」、「千

聲萬血誰哀爾」、「口畔血

流應始聽」 

642 

花鳥+啼

血 

羅鄴 〈聞子規〉 蜀魄千年尚怨誰，聲聲啼

血向花枝 

654 

花鳥+啼

血 

韓偓 〈淨興寺杜

鵑一枝繁豔

無比〉 

蜀魄未歸長滴血，祗應偏

滴此叢多 

680 

悲啼 杜牧 〈惜春〉 滿山啼杜鵑 526 

悲啼 吳融 〈玉女廟〉 窗褭紅枝杜宇啼 686 

悲啼（夜

啼） 

薛濤 〈贈楊藴

中〉 

月明窗外子規啼 866 

植物 李群玉 〈歎靈鷲

寺山榴〉 

「露紅凝艷數千枝」、「即

是杜鵑催落時」 

570 

植物 李咸用 〈同友生

題僧院杜

鵑花〉 

若比衆芳應有在，難同上

品是中春 

646 

植物 曹松 〈寒食日

題杜鵑花〉 

誰家不禁火，總在此花枝 717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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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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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表整理，可歸納出幾點小結： 

一、整體而言，以子規意象入詩以詠懷，盛唐詩人李白首開其端。李白幼年至青

年時期居住四川，以半個四川人的身份，依其對蜀地文化之熟稔，將此意象

於悲啼中融入文化意涵，開啟唐代及後代文人以子規作為個人情志抒發的書

寫策略。李白並以神話中的化鳥意象，在鮑照死生無常的基礎上，融入莊子

思想，賦予精神絕對自由之寄託。在文學意象的傳承中，實具開創意義。 

 

二、中唐文人於此意象的使用上，可謂推陳出新。除了繼承悲啼的聽覺意象和蜀

地的文化意象外，更於神話中擷取含冤、啼血、花鳥等意象，深化悲愁意蘊，

增添浪漫風格，作為情志抒發的媒介。在盛唐僅有二首的相較下，中唐已有

二十二首，晚唐五代更增至三十首，足見藉子規意象以詠懷逐漸為文人所接

受。晚唐文人更善於將中唐文人所擷取的意象加以並置羅列，如在花鳥二重

疊加的意象上添入啼血意象，使詩歌的哀婉意蘊得以藉此神話完全彰顯；而

在植物意象上受中唐元白的影響使然，加上神話故事啼血染花的情節，詩人

亦能以杜鵑花為詠物主體，寓杜宇神話的悲戚於其中，為其痛苦哀鳴發聲。 

 

三、將文學作品與古籍文本、口傳文學對照比較，古籍與民間傳說中無法考證的

 

 

晚 

 

 

 

唐 

 

 

 

五 

 

 

 

代 

化鳥 李商隱 〈井泥四

十韻〉 

蜀王有遺魄，今在林中啼 541 

飛鳥 薛能 〈題開元

寺閣〉 

啼林杜宇還 560 

飛鳥 薛能 〈嘉陵驛〉 稠樹蔽山聞杜宇 560 

飛鳥 李咸用 〈題王處

士山居〉 

蜀魄叫迴芳草色 646 

飛鳥 貫休 〈聞新蟬

寄桂雍〉 

杜宇仍相雜 830 

飛鳥 齊己 〈春寄尚

顔〉 

杜宇新啼燕子来 846 

飛鳥 齊己 〈聞道林諸

友嘗茶因有

寄〉 

穀雨初晴叫杜鵑 846 

飛鳥（蝴蝶

＋杜鵑） 

潘佑 〈感懷詩〉 幽禽喚杜宇，宿蝶夢莊周 《漁隱叢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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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流變之時代問題似乎可以得到合理的答案。古籍本從未載明杜宇化鳥啼

血染花而成杜鵑花的情節，民間傳說「杜宇聲聲春啼血」待後人以白話文寫

成才為定本，依舊無從得知正確的流傳時代，然而在成彥雄〈杜鵑花〉：「杜

鵑花與鳥，怨艷兩何賖。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句中可知此情節的流傳

最晚在南唐已有之。 

 

四、在與其他神話意象的並列使用上，表現在個人情志抒發的主題中，以湘妃典

故和子規意象使用最多，周蝶與杜鵑次之，萇弘與杜宇、精衛與子規偶有。 

（一）湘妃與子規之並列，一為悲極灑淚成斑竹，一為哀至啼血為杜鵑，武元衡

〈望夫石〉「湘妃泣下竹成斑，子規夜啼江樹白」首將此兩個異質同構的

神話意象並列；李商隱〈哀箏〉「湘波無限淚，蜀魄有餘寃」亦將二典並

列，並融入含冤意象將理想幻滅、抱負成虛的心境點出；李群玉〈黄陵廟〉

〈題二妃廟〉藉「月落山深哭杜鵑」和「子規啼血滴松風」烘托出二妃廟

之荒涼，融入含冤意象表達出懷才不遇、全身遠禍的心情。 

（二）周蝶與杜鵑之並列，亦出李白之手，其「野禽啼杜宇，山蝶舞莊周」實為

高妙；李商隱承之，其〈錦瑟〉「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亦

受讚揚；羅隱〈下第寄張坤〉以「蝴蜨有情牽晩夢，杜鵑無賴伴春愁」帶

出無奈的愁緒；潘佑〈感懷詩〉「幽禽喚杜宇，宿蝶舞莊周」全承李白之

意。 

（三）萇弘與杜宇並列，最早左思〈蜀都賦〉「碧出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魂」

已開其端，兩個典故人物以含冤為同質，然〈蜀都賦〉以其文化特色為主，

含冤意象不明確。至顧況〈露青竹杖歌〉以「碧鮮似染萇弘血，蜀帝城邊

子規咽」將兩者含冤意象並列，寄寓對現實的不滿。 

（四）精衛與子規並列，則只見羅隱〈子規〉：「銅梁路逺草青青，此恨那堪枕上

聽。一種有寃猶可報，不如銜石疊滄溟。」 以精衛和子規同屬「冤鳥」

作為同構元素，藉精衛銜石填憾之舉以喻杜宇之恨，指涉自己的悲愁憤

懣。此意象的並列使用乃羅隱之獨創。 

 

五、將杜宇神話用於個人情志抒發之抒情範式，其所擷取之意象共計有悲啼、化

鳥、含冤、啼血、花鳥、植物、飛鳥等七種，並於七種之中予以組合並置。

其中化鳥、含冤、花鳥意象較接近神話原型，浪漫色彩濃厚；悲啼和植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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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則由杜鵑之社會意象衍化而出，神話色彩已趨薄弱。詩人在此意象的使用

上，中唐含冤、啼血、花鳥、悲啼意象可謂平分秋色。晚唐則以含冤意象最

多，共計有九首；啼血及飛鳥意象次之，各有七首。其與晚唐時代氛圍所造

成的文化場域有很大的關係，蓋時代亂離，詩人懷才不遇，悲憤苦痛尤甚，

故含冤和啼血意象最能表露心跡；而詩人從苦痛中逃避昇華為對萬化冥合的

精神追求，故飛鳥意象得以寄託崇尚自然的思維。 

 

六、以杜宇意象入詩以詠懷之作，盛唐李白獨樹一幟，中唐以顧況居首，晚唐則

以李商隱、李群玉最多。而中唐白居易、李紳，晚唐、李頻、羅隱、吳融、

薛能、齊己諸作表現亦不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