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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萬里長城是中國偉大的國防建築，也是著名的世界遺產之一。長城橫跨中國

八個省市自治區1，三渡黃河，不僅綿延萬里，且多迂迴於叢山峻嶺之中，或無

垠的大漠。興建時艱辛，上下高山，出入深谷，或處於奇寒，或蒙受風沙。長城，

是中國古代北方，龐大的邊防要塞，修建長城犧牲了許多人的寶貴生命，但卻保

全了更多人的生命和財產；它阻止了遊牧民族對農業社會的侵擾，帶來了安定，

也提昇了中華文化的成長，更為以絲路為主的亞洲經濟和平與繁榮帶來保障，是

中國古代在國防與經濟地理上密切結合的歷史遺蹟。 
 

長城自古即是農業與畜牧的分野，把農、牧二個不同經濟生活方式的胡漢民

族隔離開來，統治者為了保護農業地區的安全，借以增強對畜牧民族掠奪的抵禦

能力，進而修築長城保障自身的安全。早在戰國時期各國即修建長城以防敵人的

攻擊，秦漢長城即是在戰國時期燕、趙、秦等各國長城的基礎上修建而成。近年

來李鳳山在《長城與民族》一書中說： 

 

長城的修建，成為中國古代民族形成的標誌。而秦漢的長期統一，鑄就了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整體發展的形勢。
2 

 

強調長城是農牧經濟、文化交流的區域，不再認為長城只是阻隔胡漢的國防閉鎖

線。實際上，胡漢民族間不管或戰或和，長城下的老百姓依然是持續商業貿易往

來的，長城沿線商業城鎮的出現，如河西、朔方、大同、張家口等即是歷代游牧

民族進入中原的重要交通要衝和貿易商業中心，同經濟交流伴隨而來的就是豐富

多彩、形式多樣的文化交流，因此長城不僅是經濟政治的界線，更是文化民族交

流發展的中心。 

 
長城的起源是從戰國時漢族為了防禦北方遊牧民族而建構產生，自古以來北

方外族和南方農耕漢族即爭戰不休，例如秦漢時的匈奴、隋唐時的突厥，外族入

                                                 
1 長城跨越遼寧、河北、北京、內蒙古、山西、陝西、寧夏、甘肅等八個省市自治區，採自李庚

《長城》，頁 91。歷代有二十多個諸侯國家和封建王朝修築過長城，現在在我國新疆、遼寧、

吉林、黑龍江、河南、山東、湖北、湖南、河北、北京、天津、內蒙古、山西、陝西、寧夏、

甘肅等總共十六個省市自治區都有古代長城、烽火台的遺跡。參見羅哲文：《長城》（北京：北

京出版社，1982年），頁 1。 
2 李鳳山：《長城與民族》（北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2006年），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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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等問題常交織出現在王朝皇帝和當地人民的心中，邊塞民族的問題，並未因長

城的出現而獲得解決，自秦漢以來，長城內外就流傳著有關長城的民歌及傳說，

不管是民歌、樂府、孟姜女哭倒萬里長城或昭君出塞，都是長城線上特殊背景下

的生活反映。雖然秦始皇築長城的歷史事蹟從古至今褒貶兩極，毀譽參半，但長

城自有其重要的歷史地位和價值。 

 
由單純的地理角度來看長城，它是一座客觀存在的軍事防禦系統；但若由人

文角度來看長城，長城則蛻變為一個文化象徵，充滿了人文意義。歷代以長城為

主題的文學創作中，詩和傳說都頗為突出，不論質與量，都十分可觀，長城詩歌

以最簡約的語言營構出最飽滿的內涵，彰顯出長城的文化意涵，而長城線上曾有

過的眾多傑出人物，例如李廣、王昭君，他們或為抵抗外族入侵而英勇戰鬥，或

為促進民族融合團結而奉獻，這些歷史人物的故事仍傳頌至今，這些長城傳說故

事是民間文學的一部分，更是詩人創作喜愛歌詠的對象，目前學界雖有以邊塞為

題的學術論文可參佐，但尚無以長城文學為主題的相關研究，長城文學的確是值

得開發的議題，頗具有探究的文學價值。 
 
「長城」一詞在《全唐詩》中出現八十三次。唐人用「長城」一詞較之先唐

歷朝歷代的詩人所用總和還多，其中有對前人的繼承，更有唐代的特色。3因此，

本論文的研究動機是以唐代長城詩歌為主題，兼及詠昭君詩，筆者根據以長城為

詩題或詩中內容具體出現書寫「長城」及其修築故事的詩作為中心，並佐以邊塞

詩中關涉長城的文本為輔，從閱讀漢魏南北朝到唐的文本為起點，期能探索長城

在作家筆下所呈現的面貌及其意義，進而梳理出長城詩歌的特色、象徵意涵及其

在唐詩中的價值。 
 

    研讀龐大的長城詩歌資料，內容主要可分為：建築長城的歷史、以長城為戰

場描寫戰事、欲一展抱負建功立業、控訴暴秦反戰思想、邊塞守將士卒之苦、歌

頌長城及寫塞外風光、長城傳說、以長城比喻良將為讚語等，可見長城文學的主

題多元而豐富。在中國文學傳統中，以「長城」為書寫的主題具有悠長歷史。自

古以來，「長城」的語彙進入文學作品中，即以秦始皇大修長城的歷史悲歌開始，

長城之下人民的苦難，不止有築城之苦，更有無止境的戰爭和骨肉分離的人間悲

慟。三國時代楊泉《物理論》：「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女哺用脯，不見長

城下，屍骸相支柱。』」4為人民對暴政心聲的表達，深刻地反映出秦王朝的暴政

在修築長城時加諸於人民的苦難。建安詩人陳琳〈飲馬長城窟行〉也直接描寫築

長城之苦： 

 

                                                 
3 朱明倫：〈唐詩中的長城〉收於傳璇琮主編《唐代文學研究》第九輯（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2002年），頁 95。 
4 黃節：《漢魏樂府風箋》（臺北：學生書局，1971年），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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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吏，慎莫稽留太原卒。官作自有程，

舉築諧汝聲。男兒寧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連連，連連三千

里。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便嫁莫留住。善侍新姑嫜，

時時念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為稽留

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女哺用脯。君獨不見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

結髮行事君，慊慊心意間。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5 

 

直言秦人苦長城之役，何其悲痛，後人也針對陳琳之意多所發揮。表現民之怨、

民之恨的詩在唐詠長城詩中占主流。不但用古題詠長城詩多悲怨，唐人用自擬題

詠長城也多暴秦之音。盛唐詩人王翰首用「禍起蕭牆」的典故，王翰〈飲馬長城

窟行〉曰： 

 

長安少年無遠圖，一生惟羨執金吾。騏驎前殿拜天子，走馬爲君西擊胡。

胡沙獵獵吹人面，漢虜相逢不相見。遙聞鼙鼓動地來，傳道單于夜猶戰。

此時顧恩寧顧身，爲君一行摧萬人。壯士揮戈回白日，單于濺血染朱輪。

回來飲馬長城窟，長城道傍多白骨。問之耆老何代人，云是秦王築城卒。

黃昏塞北無人煙，鬼哭啾啾聲沸天。無罪見誅功不賞，孤魂流落此城邊。

當昔秦王按劒起，諸侯膝行不敢視。富國彊兵二十年，築怨興徭九千里。

秦王築城何太愚，天實亡秦非北胡。一朝禍起蕭牆內，渭水咸陽不復都。
6 

 

詩中尖銳批判秦始皇企圖用長城保其江山是無法成功的，詩人運用問答的方式，

得知白骨為秦王築城卒，營造「鬼哭啾啾聲沸天」的慘烈環境，讓人為之同感悲

苦，無怪乎詩人痛心疾首的直陳其暴政的禍害之深。唐代徐彥伯〈登長城賦〉對

長城的評價，認為它在軍事上的價值不大，賦曰： 

 

及乎周、隋，至於唐晚，亦我出而彼入，將屢勝而屢敗。莫不火滅煙消，

土崩瓦解。缾盡罍恥，免亡蹄在。城若有知，應為感慨。
7 

 

賦中指出只有得民心，順民意，才可能長治久安，消極依靠長城的護衛是不可靠

的。晚唐詩人們仍按詩人的眼光而非史家的眼光來看秦築長城，因為晚唐民力已

疲，而朝廷徵求無已，繇役苛重，民不堪負荷。因此怨聲在詩中不斷傳出，批評、

批判秦統治者無能、無策、無謀、無德的人很多。長城無形中成了暴君統治的象

徵，成了百姓發洩怨恨的對象。唐末的蘇拯不但寫民怨，而且寫天怒。長城在天

                                                 
5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367。 
6 錄自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年），卷 20，頁 72。 
7 錄自宋李昉等奉勅編：《文苑英華》（大化書局，1985年），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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怒人怨中崩壞。提到民怨，秦長城不免讓人想起哭倒長城的孟姜女，晚唐詩人貫

休〈杞梁妻〉： 

 

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北胡。築人築土一萬里，杞梁貞婦啼嗚嗚。

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復孤。一號城崩塞色苦，再號杞梁骨出土。

疲魂飢魄相逐歸，陌上少年莫相非。8 

 

貫休連結秦始皇築長城和杞梁妻的傳說，寫成這一首徹底否定秦築長城的詩作。 

 

    有別於民怨暴秦的詩作，長城本意即戰場，自古胡漢就是沿著長城線而戰，

長城線是歷來爭戰的戰地，士卒久戍前線，出了長城即是異地，身歷其境，感受

自是深刻。初唐崔湜〈早春邊城懷歸〉： 

 

大漠羽書飛，長城未解圍。山川凌玉嶂，旌節下金微。路向南庭遠，書因

北雁稀。鄉關搖別思，風雪散戎衣。歲盡仍為客，春還尚未歸。明年征騎

返，歌舞及芳菲。
9 

 
詩中描寫大漠長城外，邊事仍未休，將士懷鄉，期待早日返家的心情，完全是真

實的。盛唐王昌齡〈塞下曲四首〉之二： 

 
飲馬渡秋水，水寒風似刀。平沙日未沒，黯黯見臨洮。昔日長城戰，咸言

意氣高；黃塵足今古，白骨亂蓬蒿。10 

 

詩中道出戰場上的長城書寫，縱使有盛唐人特有的雄心壯志，但仍存在著戰爭的

殘酷事實。長城的功過，歷代皆有論辯，唐代除了批評長城之外，也有吟詠長城

的詩，肯定長城的軍事意義和歷史價值。黃麟書《秦皇長城考》說： 
 

長城不始於秦始皇，以前除秦長城以外，燕、趙、魏各國都有長城，到秦

始皇統一，才將其聯成一片，此說已經顧亭林考定；但秦始皇確是大長城

觀念之實現者。當時和以後的人，因為憤恨秦始皇其他的暴政，而以咒罵

長城作洩恨代表。殊不知秦築長城固然犧牲許多的人命，但其鞏固邊防，

保全的人命更多。長城自屬笨重的工事，但長城卻代表著中國古時的國防

意識。11 

                                                 
8 錄自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年），卷 826，頁 2023－2024。 
9 錄自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年），卷 54，頁 164。 
10 錄自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年），卷 140，頁 325。 
11 黃麟書：《秦皇長城考》（臺北：學生書局，1992年），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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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袁朗的〈飲馬長城窟行〉： 
 

朔風動秋草，清蹕長安道。長城連不窮，所以隔華戎。規模惟聖作，負荷

曉成功。鳥庭已向內，龍荒更鑿空。玉關塵卷靜，金微路已通。湯征隨北

怨，舜詠起南風。畫地功初立，綏邊事云集。朝服踐狼居，凱歌旋馬邑。

山響傳鳳吹，霜華藻瓊鈒。屬國擁節歸，單于款關入。日落寒風起，驚蓬

被原施。惟當事筆硯，歸去草封禪。12 

 
詩中指出長城成功地阻隔四戎，胡人已遠去，使華夏太平，但此類大唱長城之功

的詩作較少。 

 
長城邊上景色殊異，不管是黃昏、夜晚、悲秋、寒冬，運用通感描摹的方式，

長城塞上文人的見聞與感觸令人感同身受。綜上所論，筆者簡要的分述長城詩歌

的作品，從中得知唐代詩人長城詩的立意、想法各有其本身獨特的見解，長城詩

的呈顯方式亦各有不同，這正是筆者本論文所欲詳究的。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研究範圍 

 

    劉哲《中國歷代長城詩錄》認為 
 

寫長城的詩歌均可歸進邊塞詩類，而寫邊塞生活的詩歌卻不能說都是寫長

城的。但是二千多年來歌詠長城的詩篇在邊塞詩歌中卻佔有十分重要的歷

史地位。13 

 
劉哲採廣義長城詩的看法，把寫長城的詩歌歸進邊塞詩歌中。筆者同意此看法，

認為長城詩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故本論文所討論的詩作，篇目選擇原則如下： 
 
1、以長城為詩題或詩中出現「長城」二字者。 
2、以長城關塞為題或詩中出現長城關塞的作品。如玉門關、陽關等。 
3、以長城故事書寫或內容具體關涉長城、關塞的詩作者。 
 

                                                 
12 錄自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年），卷 20，頁 72。 
13 劉哲：《中國歷代長城詩錄》（石家莊：河北美術出版社，1991年），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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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關涉長城故事、傳說，如詠孟姜女、昭君詩，常是詩人或對邊疆政策表

示想法，或為解決邊疆民族問題，連同長城寫作入題的相關詩作，故筆者為求論

述周延，一併納為研究範圍。引用詩歌則以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

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為本。 
 

二、研究方法 

陳銘：《說詩：中國古典詩詞美學三味》說： 

人是社會的產物，也是社會的一份子，人的思想、情緒、追求、欲望，既

有個性化的成分，也有社會化的特色。個性化與社會化，使詩人的感情並

非是真空中的感情，而是與社會某一方面、人群某一種情緒相關係，詩詞

中的思緒欲求，也多少打上時代和地域的烙印。14 

長城詩創作的詩人依其時代、際遇、個性不同而有其內在的象徵意義。就實質的

地理區域而言，「塞」、「邊」、「邊塞」、「紫塞」都是長城的代稱15，由於長城是

北方遊牧民族和農業漢人的分界線，出了長城之外即是異地塞外的另一天地，當

地大漠、草原景色迥異，氣候變幻無常，容易引起文人的詩興和感懷，有些是想

建功立業的文人或守將，有些是有志難申失意者，常藉著創作表達其對國家屯邊

政策的看法，或寫親駐的感受及描述塞外風光，或表示對民族融合的想法。 

    劉師培注意到中國南北地域文化與文學寫作的關係，他不僅提示自然地理影

響文學書寫，更指出相同的地域因素中累積的文化地理脈絡是文人的靈感泉源，

揭示實質地理環境和文化地理意涵的整體相關性。就如同衣若芬在〈宋代題「瀟

湘」山水畫詩的地理概念、空間表述與心理意識〉提到： 
 

書寫瀟湘的作者不必到過湖南，以『瀟湘』入作品亦不一定要親身履歷，

唐宋文學中『瀟湘』在文人神遊底逐漸衍化為抽象的地理概念，實質的空

間遂具有文化的空間意義。16 
 

文化的空間包括了具體的人為活動，直線發展的時間過程，也包括了穿插跳躍的

                                                 
14 陳銘：《說詩：中國古典詩詞美學三味》（臺北：未來書城，2004年），頁 31。 
15 王文進在《荊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中論及「邊」、「塞」、「邊塞」等長城的代稱之

義，以《史記》、《漢書》為證，論述說明清楚。所謂「邊」、「塞」、「邊塞」均是指胡漢交界

的長城而言。後代詩史的「邊塞詩」，事實上所用的就是與漢代長城有關的典故。參見王文進：

《荊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台灣大學中文系，1987年），頁 155-158。 
16 衣若芬：〈宋代題「瀟湘」山水畫詩的地理概念、空間表述與心理意識〉收錄於李豐楙、劉苑

如主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00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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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動時序及文化系統所開出的象徵意涵17，長城代表的文化空間意義即在此，書

寫長城的作者不管是否到過長城，將「長城」寫入作品，亦不一定要親身履歷，

長城書寫可以是具體的摹寫自然，也可以是出於文人的文化想像，「長城」在文

人神遊中逐漸衍化為抽象的地理概念，實質的空間遂具有文化的空間意義。「長

城」一詞或許變成抽離自然地理景觀，朝長城文學和長城意象的特殊意涵發展，

長城隨之「人文化」、「典故化」18。 
 
    「意象」是中國古典美學中一個重要的範圍，也是現今討論詩歌時常用之

語，詩中的長城意象是文人將眼中所見的長城景象，或想像或寫實表達長城所引

發的內心感受，透過語言文字為媒介，以意象方式來表現。 

唐代長城詩是文人將眼中所見的長城景象所引發的內心感受，透過語言為媒

介，以意象方式來表現，尤其「意象」的塑造自然渾成，寄寓深遠。意象既是傳

達作者的情感思致，那麼一個意象的出現，必然代表某一特定的情志，而這個特

定的情志就是意象的象徵意義，象徵是一個意象，能觸發讀者心中客觀具體的事

實，而那事實會令讀者聯想到另一層涵意。由此可知，意象和象徵的關係是可以

同時建立的。一個意象可以代表某一特定的情志，也可以隨著不同的詩人，不同

的生命情境而有不同的象徵，透過唐代長城詩意象所傳達的象徵及其意義來呈現

長城的文化意涵，本此立論，筆者擬分時空意象、自然意象、人文意象、動、植

物意象等不同的意象群，分別探求長城詩意象的呈顯特質。 

文學的詮解必須立足在作家和其所處時代的基礎去推求，孟子曰：「以友天

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論古之人。頌其詩，讀其書，不知其人可乎？是以論其世

也，是尚友也。」19，這原是修身求友的方法，但也可用以說明文學作品的審美

作用，又章學誠《文史通義》：「不知古人之世，不可妄論古人之辭也。知其世矣，

不知古人之身處亦不可遽論其文也。」20，知其人，論其世，才能更真確地掌握

作品的實質內涵，故孟子的知人論世之說可運用於推求唐代文人書寫長城詩歌作

品的特點。而孟子萬章云：「故說詩者，不以文害辭，不以辭害志；以意逆志，

是為得之」21，為避免曲解作者的原意，要以意逆志，不可因讀者誤讀而曲解作

者的原意；又中國詩學中注意到詩歌詮釋、欣賞，因人而異的情形，董仲舒提出

「所聞詩無達詁、易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22，注意

                                                 
17 引自《空間、地域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年），
頁 331。 

18 李豐楙、劉苑如主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中央研究院中國

文哲研究所，2002 年），頁 359。  
19 楊亮功、宋天正、毛子水、史次耘註譯：《四書今註今譯》（臺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年），

孟子萬章篇下，頁 288。 
20 章學誠著、葉瑛注：《文史通義校注》（北京：中華書局，2004年），卷 3，頁 278-279。 
21 楊亮功、宋天正、毛子水、史次耘註譯：《四書今註今譯》（臺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年），

孟子萬章篇，頁 253。 
22 董仲舒：《春秋繁露》收於《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臺北：世界書局，1987 年），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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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讀者的參與性問題，詩有「無定解」的無限想像空間，因此筆者透過長城詩的

文本分析歸納，分長城詩的主題內涵、表現手法、文學特質、意象經營等方面論

述，期能貼近探求長城詩文學和意象的特色和價值。 
 

第三節  文獻探討和研究回顧 

 

一、基礎文獻： 

  
    本論文蒐集長城的詩歌，主要以清聖祖御定，曹寅主編的《全唐詩》23和逯

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24為主，並參及《十三經注疏本‧詩經》25、《十

三經注疏本‧左傳》26、《戰國策》27、瀧川龜太郎著《史記會注考證》28、班固

撰，顏師古注《漢書》29、宋郭茂倩《樂府詩集》30、宋司馬光著《資治通鑑》31

等史料中有關長城記載的文字，涉及詩歌評論的部分則參考沈德潛所著《古詩源》
32、《唐詩別裁》33、何文煥《歷代詩話》34、清丁福保的《歷代詩話續編》35等

詩話評本，另外，古文史料也參佐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36和清

仁宗敕編《全唐文》37等文獻。藉由古代文獻資料，整理以「長城」為題或內容

出現「長城」二字兼及以「邊」、「塞」、「邊塞」38、長城各關塞為題或內文的文

學作品。39 
 

 

                                                                                                                                            
第一冊儒家類，卷 3，頁 337。 
23 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年） 
24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 
25 《十三經注疏‧詩經》（臺北：藝文印書館，1981 年） 
26 《十三經注疏‧左傳》（臺北：藝文印書館，1993 年）。 
27 劉向：《戰國策》（臺北：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8 年）。 
28 司馬遷著，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出版，1993 年）。 
29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臺北：鼎文出版社，1977年）。 
30 宋郭茂倩：《樂府詩集》（臺北：里仁書局，1984年）。 
31 司馬光著，胡三省注，楊家駱主編：《新校資治通鑑注》（臺北：世界書局，1974 年）。 
32 沈德潛：《古詩源》（臺北：中華書局，1987年）。 
33 沈德潛：《唐詩別裁》（臺北：商務印書館，1956年）。 
34 何文煥：《歷代詩話》（臺北：藝文印書館，1991 年）。 
35 丁福保：《歷代詩話續編》（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 年）。 
36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年）。 
37 清仁宗敕編：《全唐文》（北京：中華書局，1983年）。 
38 王文進在《荊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中論及「邊」、「塞」、「邊塞」等長城的代稱之

義，以《史記》、《漢書》為證，論述說明清楚。所謂「邊」、「塞」、「邊塞」均是指胡漢交界

的長城而言。後代詩史的「邊塞詩」，事實上所用的就是與漢代長城有關的典故。參見王文進：

《荊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台灣大學中文系，1987年），頁 155-158。 
39 以「邊」、「塞」、「邊塞」等長城的代稱為題或以長城各關口，包括山海關、居庸關、玉門關、

嘉峪關等名詞搜尋，資料高達一千多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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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人相關的研究成果： 
 
中國長城史的研究多是歷史學家或歷史地理學家根據文獻資料進行研究，五

十年代以來大陸學者透過實地調查和長城遺跡考古，提高長城調查和測繪的科學

性。1979 年大陸舉行長城保護研究工作會談以來，大陸在長城研究方面有長足

的進展，近幾年來更提出所謂長城學的新學科研究40。大陸方面較早注意到長城

的重要性且投入眾多的人力，出版品中有關長城主題研究的專書和百科全書，多

以長城史為主，包括政治、地理、軍事、文化、旅遊等內容，廣及其他相關研究。

根據筆者所掌握的資料，目前以長城史的歷史研究較多，關於文學中的長城書寫

研究較少。就筆者蒐羅的資料，目前尚無以長城為題的學位論文，資料中較多介

紹長城歷史、建築和長城傳說的專書，包括數本與長城傳說相關的孟姜女故事和

楊家將故事文本41及幾篇相關的期刋論文，其中與本論文主題相關的研究，有〈唐

詩中的長城〉、〈長城與中國文學〉、〈長城內外是故鄉〉、〈滄桑感慨話長城〉、〈北

望中原話長城〉、〈孟姜女與長城傳說〉等單篇論文。筆者盡力蒐集長城書寫的文

學作品，尚有數本大陸出版的長城詩選集未能一見42，甚為可惜。前人相關的研

究成果，現以筆者所見核心資料長城史專書及外緣參考資料包括邊塞詩、閨怨

詩、美學、意象研究，分就專書、學位論文、期刊論文來說明： 
 

（一）長城專書 

 
1. 王國良、壽鵬飛編著《長城研究資料兩種》43收錄《中國長城沿革攷》、《歷

代長城攷》，書中對長城的起源和戰國到明清長城修築略史、地理位置和「九

邊」概要，敍述簡要。 

2. 羅哲文《長城》44簡單說明長城簡史和長城的防禦、守望用途，並介紹長城

的構造和修建過程，山海關、古北口、居庸關等遺址也一併說明。 
3. 楊世鋒、鄭一奇、遲趙俄編著的《中華民族的象徵－長城》45綜合長城的歷

史文化地理知識和傳說，深入淺出，是長城研究的入門。 
4. 陸思賢《長城話古》46以話古的方式，詳細介紹有關長城的歷史事件，歷史

人物，旁及民族風俗、地理風光、名勝古跡等，通俗介紹長城的歷史。 

                                                 
40 長城學結合各學科包括軍事史、歷史地理學、民族學、建築學、旅遊開發和長城保護維修等

研究。參見董耀會《瓦合集－長城研究文論》（北京科學出版社，2004年），頁 6-14。 
41 楊振玉：《孟姜女故事研究》（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1981年）；黃瑞旗：《孟姜女故事研究》（南

華大學文學研究所，2001年）；卓美惠：《明代楊家將小說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1993年）及顧頡剛的《孟姜女故事研究集》（臺北：漢京文化出版，2004年）。 
42 包括孔繁敏：《歷代名人詠長城》（北京大學出版，1990年）；高旺編：《中國歷代長城詩大全》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年）；孫志升：《長城古詩二百首》（中國文聯出版社，2000年）

等四本書未找到，目前由網路訂購中。 
43 王國良、壽鵬飛編著：《長城研究資料兩種》（香港：龍門書店，1978年）。 
44 羅哲文：《長城》（北京：北京出版社，1982年）。 
45 楊世鋒、鄭一奇、遲趙俄：《中華民族的象徵－長城》（香港：南澳出版社，1989年）。 
46 陸思賢：《長城話古》（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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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劉哲《中國歷代長城詩錄》47，作者認為二千多年來歌詠長城的詩篇在邊塞

詩中佔有十分重要的歷史地位。作者採廣義長城詩的看法，把寫長城的詩

歌歸進邊塞詩類，收錄秦朝到清朝共八百二十多首長城詩作，是廣集作品

的長城詩集，雖注釋比較簡要，但仍提供了研究長城書寫的參考價值。 
6. 黃麟書《秦皇長城考》48是國內少數出版的重要長城研究，內容蒐集豐富，

廣徵博引，考據詳盡，為研究古代邊防歷史學者所推崇，讓筆者受益良多。

此書不僅為前人正誤，對古地名及沿革多所考證，也為一般讀者仔細的介

紹秦長城，包括西北長城、東北長城地理位置，同時有關長城的史料考證、

史書記載和七十多位歷史人物對秦長城的褒貶詩文以及長城地圖都收錄於

此書中。 
7. 羅哲文、劉文淵《世界奇跡－長城》49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更進一步擴充，

長城建築的歷史發展、軍事設施和管理、屯田戍守、歷史功過和各關口、

山河、傳說都涵括其中。 
8. 李守中《長城》50是遠流出版的實用歷史叢書之，誠如柏楊所言：「李守中

先生的大作《長城》。它是一部長城史的專題研究，作者角度宏觀，大氣磅

礡」51李守中認為長城正是一設防的道路，試圖從源頭上追索長城的由來和

變遷並探求變遷中的因果。書中的角度和觀點新穎，觸發筆者從經濟、政

治、民族的多元角度看待長城的發展，就如同作者所言，長城標誌著文化

的分野，是邊疆多民族的融合帶，是農民、牧民的，又是商人的邊疆。 
9. 甌燕《長城史話》52從東周列國長城談起，詳述秦始皇長城，孟姜女傳說、

西漢長城及東漢至金長城、明長城，深入淺出，通俗易懂，是中華文明史

話叢書之一。 
10. 而董耀會《瓦合集－長城研究文論》53是歷史文獻和實地考察二者結合的研

究，書中對長城學的創立及其學科理論建設的探討和研究多所著墨，也深

入分析長城的保護與利用價值，是作者對長城各類問題所做的綜合性研究

文集。共收錄 40篇論文，內容包含長城學的研究、長城歷史文化研究、長

城的保護與資源開發討論、長城學會的工作展望等，可見大陸學者對長城

的重視和喜愛已走向科學性的發展，文中所論是長城文學研究的基礎，更

為筆者開拓新視野且加強長城書寫研究的信心。 
11. 景愛《中國長城史》54是 2006 年最新且內容完整的長城研究專書，從專題

史研究角度來寫長城的起源和歷史，對長城研究的歷史和現狀有相當具體

的掌握，並為長城下清楚定義，全面且系統地綜合論述中國長城。 

                                                 
47 劉哲：《中國歷代長城詩錄》（石家莊：河北美術出版社，1991年）。 
48 黃麟書：《秦皇長城考》（臺北：學生書局，1992年）。 
49 羅哲文、劉文淵：《世界奇跡－長城》（文物出版社，1992年）。 
50 李守中：《長城》（臺北：遠流出版社，2001年）。 
51 李守中：《長城》（臺北：遠流出版社，2001年），頁 8。 
52 甌燕：《長城史話》（臺北：國家出版社，2004年）。 
53 董耀會：《瓦合集－長城研究文論》（北京科學出版社，2004年）。 
54 景愛：《中國長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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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民國六十年代以來長城研究的書本，長城研究者多關注於長城軍事國

防歷史的建構，對長城的起源和歷代增建，在政治、軍事、建築、社會史及民族

文化史有多方面的討論，帶領筆者走進長城多采多姿的世界，對於筆者長城詩歌

研究的背景知識之獲得和建構，有很大的助益，但學者們對於唐代長城詩文學特

質和內涵、呈顯方式幾無討論，而這正是筆者欲嘗試從中爬梳的。 
 

（二）相關參考專書： 

 

    有些研究雖然不以長城為題，卻或多或少觸及長城詩的相關問題。下文論述

將以與本文論述主題的相關程度，作詳略不一的敍述。 

 

1. 黃麟書著《邊塞研究》
55除了仔細考證有關秦長城的史料之外，作者詳列李

益從軍詩編年、唐邊塞詩人出塞的資料，此書是作者所著《秦皇長城考》之

前的研究合集。 
2. 黃麟書另一本論著《唐代詩人塞防思想》56表達了唐太宗文德塞防論是中國

反侵略戰正統的塞防思想，書中作者引用唐朝三百多位詩人的詩為證，依唐

帝王不同年代，分四時期說明反侵略戰正統思想、守邊思想、非戰思想等九

種不同的塞防思想，書中提及的詩人、作品和塞防思想提供筆者另一思考的

角度。 
3. 洪讚著《唐代戰爭詩研究》57溯及唐代之前戰爭詩的起源和交代唐代戰爭詩

的時代背景，並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介紹戰爭詩重要代表作家

及作品，討論、分析詳細。 
4. 王文進著《南朝邊塞詩新論》58突破前人唐代邊塞詩受北朝詩歌影響的定

論，主張南朝已有邊塞詩，歸納五種南朝邊塞詩常出現的類型，推斷出南朝

人對北都神州的依戀和「長城意象的思維轉移」，為筆者處理南朝書寫長城

詩作的研究，提供了一條便捷之路。 
5. 張修蓉著《中唐樂府詩研究》59就中唐詩人張籍、王建、白居易、元稹、劉

禹錫、韓愈、孟郊、李賀等八人通過小傳、內容分析、詩的形式、詩的表現

技巧等方式來介紹中唐樂府詩。其中張籍、王建創作的樂府詩中有長城書寫

的詩歌，反映中唐詩人對社會的關懷。 
6. 蘇珊玉著《盛唐邊塞詩的審美特質》60於傳統美學的基礎上有所開拓和創

新，從接受美學的角度探討盛唐邊塞詩的審美特質，挖掘盛唐邊塞詩的美學

                                                 
55 黃麟書：《邊塞研究》（香港：造陽文學社，1979年）。 
56 黃麟書：《唐代詩人塞防思想》（香港：造陽文學社，1980年）。 
57 洪讚：《唐代戰爭詩研究》（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87年）。 
58 王文進：《南朝邊塞詩新論》（臺北：里仁書局，2000年）。 
59 張修蓉：《中唐樂府詩研究》（政大中文碩論，1981年）。 
60 蘇珊玉：《盛唐邊塞詩的審美特質》（臺北：文津出版社，2000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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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書中作者對詩作中呈現的多元人物形象和生命美學的討論，啟示了筆

者要多充實和探究唐詩中長城書寫的美學內涵。 
7. 蔡玲婉著《豪情壯志譜驪歌－盛唐送別詩的審美風格》61就送別主題探討唐

人特殊的臨別風尚，呈現盛唐送別詩多采的審美風貌並肯定盛唐送別詩的美

學成就，啟發筆者於長城書寫中的美學意象探討。 
8. 張娣明著《戎馬不解鞍，鎧甲不離傍：三國時代戰爭詩硏究》62論及戰爭詩

和邊塞詩的差別，為戰爭詩下定義，詳論三國時代詩人如何以文字將戰爭的

強烈意象凝鍊於詩頁上，並煥發出個人獨特的思考哲理。文中先分析反戰類

作品的內容，敘及戰爭中與戰爭後的景況、戰爭中的人物，議論戰爭的錯誤

與建功思想的荒謬。後分析對戰爭態度不明顯的詩作，歸納出此類作品雖不

明確表達對戰爭的態度，但多隱約在內容中流露出對戰爭歌誦或厭惡的情

緒。 
 
上述專家的作品，已就邊塞、戰爭、樂府、送別等題材多所發揮，各自有其論述

的重點，與筆者欲論究的長城詩歌書寫著重方向不同，筆者吸收他們有關長城書

寫的內容論述、分析詳解的精神和方式。另外，李浩的《唐詩美學》63、禹克坤

的《中國詩歌的審美境界》64、余恕誠的《唐代風貌及其文化底蘊》65、歐麗娟

的《杜詩意象論》66等美學研究專書，雖未就唐長城詩中的意象書寫而論，但其

於唐詩美學整體內涵的介紹，仍或多或少有其參佐之功，讓筆者從美學意象的角

度思考長城詩歌書寫的人文精神和文學價值。 
 

（三）學位論文： 

 
目前尚無專就長城詩歌書寫的學位論文，筆者僅就所見相關研究論文而簡

述。又部分專家的學位論文張修蓉《中唐樂府詩研究》、洪讚《唐代戰爭詩研究》、

蘇珊玉《盛唐邊塞詩的審美特質》、蔡玲婉《盛唐送別詩研究》、張娣明《三國時

代戰爭詩硏究》已出版成書，茲將較重要者介紹如下： 
 
1、何寄澎《唐代邊塞詩研究》67最早注意到邊塞詩的研究內涵，有洞燭機先之

明，分初唐、盛唐、中晚唐邊塞詩而論，強調邊塞詩在唐詩中的突出和重要性，

但因範圍橫跨整個唐代，偏於概論性質。 
2、王文進《荊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68在論文第四章荊雍爭戰與南朝

                                                 
61 蔡玲婉：《豪情壯志譜驪歌－盛唐送別詩的審美風格》（臺北：文津出版社，2002年）。 
62 張娣明：《戎馬不解鞍，鎧甲不離傍：三國時代戰爭詩硏究》（臺北：萬卷樓公司，2004年）。 
63 李浩：《唐詩美學》（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年）。 
64 禹克坤：《中國詩歌的審美境界》（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年）。 
65 余恕誠：《唐代風貌及其文化底蘊》（臺北：文津出版社，1999年）。 
66 歐麗娟：《杜詩意象論》（臺北：里仁書局，1997年）。 
67 何寄澎：《唐代邊塞詩研究》（台大碩士論文，1973 年）。 
68 王文進：《荊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硏究》（國立臺灣大學中文硏究所，1987 年）。 



第 13頁 

邊塞詩之形成中說明南北雙方戰守攻防線的變遷，在第二節中更提出新看法直指

出長城的南移與南朝邊塞觀的用法。 
3、許翠雲《唐代閨怨詩研究》69論文分七章，採主題研究方式，酌參社會心理

與文藝創作心理的論點，言明唐人閨怨詩的定義、成因、文學傳統、表現方式，

並配合作家生平論其創作動機，歸為純粹吟詠、藉抒心志、反映問題、應用性質

及直抒胸臆五型，又細分內容，因詩中人物身分不同而分搮梅之怨、貧女之怨、

商婦之怨、棄婦之怨、貴婦之怨、尼妓之怨、征婦之怨、宮女之怨與一般閨怨。 
4、金銀雅《盛唐樂府詩研究》70論文研究盛唐樂府詩，以李白、杜甫、王維、

岑參、高適、王昌齡、崔顥、崔國輔為研究對象，從現存別集、全唐詩、樂府詩

集等，依據命題挑選樂府詩七百三十二首，探討其內容、形式以及與其他文學之

關係。通過此一探索，以期了解樂府詩至盛唐發展的全貌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價值。 

5、高莉芬《漢魏怨詩研究》71定義漢魏怨詩之範圍與意義，考察其產生的因緣，

並探索其精神內涵與外現之藝術形式，說明怨詩承先開新之價值與其於文學史上

的地位。 
6、邱欣心《隋代樂府詩研究》72主要以《樂府詩集》中收錄之漢魏六朝及隋代

樂府詩歌為主，探討隋代社會文化背景。從文學社會學的角度，分析此一時代的

文化藝術與文學創作的環境，並進一步從樂府的沿革、雅、俗音樂的消長視角來

探討民間流行音樂文化對隋代樂府詩的影響。將隋代樂府詩與六朝相同題名的樂

府詩比較之後，了解隋代詩人在邊塞軍旅、豔情閨怨、宴遊寫景、豪客遊俠等題

材間的承續與發展。討論隋代樂府詩的音樂類型、隋代樂府詩的詞語運用、句式、

結構。並探討擬作方式的沿革、隋代樂府詩篇章結構的布局及意象的經營與改造。 
7、楊士瑩《南朝到初唐邊塞詩中時空結構之研究》73在王文進《南朝邊塞詩新

論》研究基礎之上加以發展，將南朝到初唐的邊塞詩劃歸為同一整體，以「時空

結構」為主題研究，呈顯出南朝到初唐邊塞詩獨特的「時空結構」，並分析南朝

到初唐詩人創作邊塞詩的心理狀態和思維模式，且連結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精

神，為南朝到初唐邊塞詩作一論述和詮釋。尤其第三章「南朝到初唐邊塞詩中的

時空結構」的內容，提到詩人喜以「漢事」為敘事題材，常把漢代「地理」、「人

事」、「昭君」故事等詞語、典故放入詩歌來描寫，並把邊塞詩和山水詩加以比較，

論及時空思維，啟發筆者思考南朝至唐初詩人長城書寫的時空設計甚多。 
8、楊振玉《孟姜女故事研究》74和黃瑞旗《孟姜女故事研究》75對於秦暴政下長

城築城人民苦痛心聲和杞梁妻傳說之合流和流變論述清楚，對於筆者釐清文人書

寫長城傳說助益甚大。 
 
                                                 
69 許翠雲：《唐代閨怨詩研究》（師大國文研究所，1988年）。  
70 金銀雅：《盛唐樂府詩研究》（政大中文研究所，1990年）。 
71 高莉芬：《漢魏怨詩研究》（政大中文研究所，1987年）。 
72 邱欣心：《隋代樂府詩研究》（政大國教碩研究所，2003年）。 
73 楊士瑩：《南朝到初唐邊塞詩中時空結構之研究》（政大中文研究所，2006年）。 
74 楊振玉：《孟姜女故事研究》（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1981年）。 
75 黃瑞旗：《孟姜女故事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2001年）。 



第 14頁 

以上論著，對唐代邊塞詩、樂府、閨怨及孟姜女故事都有所討論，但對於長城詩

歌書寫未曾特別注意，只有簡單涉及部分長城詩歌書寫的詩歌評析，筆者正欲從

中梳理出有關長城詩歌的題材內容，其他，如唐桂芳《馬致遠雜劇研究》76、朴

三洙《馬致遠雜劇之研究》77、金容雅《昭君戲曲之研究》78、陳盈妃《王昭君

戲曲研究》79、張文德《王昭君故事傳承與嬗變》80、黃惠玲《和番主題歌仔冊

研究—以《王昭君和番歌》、《陳杏元和番歌》為例》81是筆者長城傳說故事參閱

的文本，關於孟姜女、王昭君故事歷史源流、地域發展與情節演進的軌跡論證詳

細，他們的看法和觀點皆有助於開拓筆者的視角，期能借助他們的研究釐清長城

詩歌的相關問題。總之，他們的著作和研究成果對於筆者論文寫作論述深具啟迪

之效，是筆者研究的基礎。 

 
（四）期刊論文： 

 
依筆者目前所見的資料，提及長城詩歌的單篇論文較多於以上三類資料，以

下選擇比較扣合長城書寫主題的論文介紹。 
1、朱明倫〈唐詩中的長城〉82從樂府古題《飲馬長城窟行》談起，討論唐代詩

人長城意象的本意、象徵意、比喻意，雖是簡單的概論卻影響筆者甚深，長城是

唐詩中的一個重要意象，有其對前人的繼承和特色，但作者或許受限於篇幅太短

未能詳究長城意象的源流，更未能就詩歌的文學諸多內涵而說明，而長城意象的

人文精神和文學特質正是筆者所欲嘗試探索的重要歷史意義。 
2、逯耀東〈長城與中國文學〉83雖自己自謙為一個史學工作者的外行話，但作

者體認到歷史上長城的重要性，長城正象徵中華民族文化與歷史發展的歷程，對

中國的文學也發生了一定的作用和影響。作者認為長城是詩人、文學家筆下一條

用白骨鋪成的血線，長城變成了保衛漢民族文化的防線，其中民族的尊嚴和長城

融合為一，長城成為文學家靈感的噴泉，例如孟姜女、楊家將、昭君出塞等長城

故事承受著民族感情的傾訴，作者從漢樂府到元曲，廣泛的論述長城和中國文學

的關係。 
3、繆文傑〈試用原始類型的文學批評方法論唐代邊塞詩〉84用西方原始類型的

方法作為分析唐代邊塞詩的途徑，作者認為邊塞詩中出現許多事物，都具有普遍

                                                 
76 唐桂芳：《馬致遠雜劇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76 年）。 
77 朴三洙：《馬致遠雜劇之研究》（台大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86 年）。 
78 金容雅：《昭君戲曲之研究》（台大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88 年）。 
79 陳盈妃：《王昭君戲曲研究》（輔大中文研究所，1993 年）。 
80 張文德：《王昭君故事傳承與嬗變》（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論文，2003年）。 
81 黃惠鈴：《和番主題歌仔冊研究－以《王昭君和番歌》、《陳杏元和番歌》為例》（逢甲大學中

國文學研究所，2006 年）。 
82 朱明倫：〈唐詩中的長城〉收於傳璇琮主編《唐代文學研究》第九輯（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2002年）。 
83 逯耀東：〈長城與中國文學〉收於《中外文學》第 4卷第 1期（1975年 6 月），頁 232-246。 
84 繆文傑：〈試用原始類型的文學批評方法論唐代邊塞詩〉，收入《唐詩論文選集》（臺北：長安

出版社，1985年 4 月），頁 12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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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性的象徵意義。藉由探討邊塞詩中的意象，可掌握唐代邊塞詩的內涵和詩人

的創作心理，文中標舉的意象主要以四季作為開展，串接生命－死亡、光明－黑

暗、荒漠－家園、蠻地－京城、安慰－孤寂、興奮－悲涼等多重意象，深入挖掘

唐代邊塞詩的文學結構和文化內涵。 
4、柯慶明〈略論唐人絕句裡的異域情調－山林詩與邊塞詩〉85，收入《唐詩論

文選集》，就唐人絕句裡特有的山林詩與邊塞詩二種形式論其異域情調，指出人

與人和人與自然存在的孤寂感，展示一種殊異於一般人群生活於其中的空間樣相

與生活形態，表現了對於人的真實生命情境的某些深切體驗。 
 
其他國內學者的期刊論文：林兢〈滄桑感慨話長城〉86、佟福森〈北望中原話長

城〉87、江潮濕〈孟姜女與長城傳說〉88、江鴻〈趙北長城考〉89、王元林、岳邦

湖〈河西長城考察漫記〉90各自有各自論述的重點，或考證、或地理考察、或傳

說探討，多以歷史的觀點來看長城，少見討論長城詩歌的言論。 
 
    大陸學者的期刊論文，如唐曉峰〈長城內外是故鄉〉91認為特殊長城地帶是

人文地理和自然地理的過渡地帶。另外，如：楊辛、章啟群〈關於長城的美學思

考〉92、張曦旺〈歷代有關張家口的詠長城詩作賞析〉93、李正宇〈敦煌郡的邊

塞長城及烽警系統〉94、張華松〈從兵學的角度看齊長城〉95、朱允〈長城的修

建及意義〉96，對於長城論及軍事防禦、建築等相關問題，和筆者長城書寫的文

學特質開展有其不一樣的方向，或就地理特點、烽警系統、兵學探討，對於長城

意象的觀照各有偏重，雖未能全盤的、系統的探究長城書寫的特點，但仍幫助筆

者開拓長城詩歌的多元視野。其他尚有多篇期刊論文未能一一論及，可參見參考

書目所列的期刊論文。 
 

 

                                                 
85 柯慶明：〈略論唐人絕句裡的異域情調－山林詩與邊塞詩〉，收入《唐詩論文選集》（臺北：長

安出版社，1985年 4 月），頁 111-120。 
86 林兢：〈滄桑感慨話長城〉《古今談》184 期（1980年 9 月），頁 23-27。 
87 佟福森：〈北望中原話長城〉《中國邊政》133 期（1996年 9 月），頁 39-41。 
88 江潮濕：〈孟姜女與長城傳說〉《古今談》113 期（1974年 9 月），頁 12。 
89 江鴻：〈趙北長城考〉《東方雜誌》23 卷第 4期，（1987年 10 月），頁 26－29。 
90 王元林、岳邦湖：〈河西長城考察漫記〉《歷史月刋》（2003年 2 月），頁 5－10。 
91 〈長城內外是故鄉〉收於唐曉峰著《人文地理隨筆》（北京：三聯書店，2005年），頁 280-286。 
92 楊辛、章啟群：〈關於長城的美學思考〉《北京大學學報》1996年第二期，頁 71~74。 
93 張曦旺：〈歷代有關張家口的詠長城詩作賞析〉《張家口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 13 卷第 4期（2000

年 11 月），頁 1~9。 
94 李正宇：〈敦煌郡的邊塞長城及烽警系統〉《敦煌研究》1995年第 4期，頁 120~126。 
95 張華松：〈從兵學的角度看齊長城〉《泰山學院學報》27 卷第 4期（2005年 7 月），頁 18~21。 
96 朱允：〈長城的修建及意義〉《甘肅高師學報》第 12 卷第 1期（2007年 1 月），頁 12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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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論文架構與說明 

 
    第一章緒論，說明以「唐代長城詩之研究」為題的研究動機、目的、研究方

法和範圍。並就文獻資料對前人的相關研究作一介紹和檢討，同時說明論文章節

安排和長城書寫方向、內容主題、表現手法、文學特質，期能確立達到本文的研

究目的和價值。 
 
    第二章唐之前的長城歷史及其詩歌，說明唐之前的長城歷史，長城自戰國以

來，即是各國築以自防的邊牆，後來秦始皇連接鄰近匈奴的秦、趙、燕長城增築

為萬里長城。長城就是農業民族安定的屏障，長城沿線也是民族戰爭融合的地

帶。筆者試著爬梳長城的歷史，從戰國、秦、漢、北齊、北周、北魏、隋到唐代，

綜論長城的起源與發展，並兼及孟姜女和王昭君的長城故事流變。自秦長城築成

之後，民間即出現怨暴秦的人民心聲，陳琳〈飲馬長城窟行〉首發其聲，直指人

民被迫築城之苦。詩人喜以樂府古題相唱和，詩作題材包括征人雄壯的心志、思

鄉之愁、相思之苦等，內容多元呈顯。南朝詩人以長江、淮河為長城的想像邊塞，

大量運用漢代的人事和地名，儼然是一種對漢代開疆防邊之戰的詠歎，雖是擬古

想像的作品，仍有其當代特殊的象徵意義。 
 
    第三章唐代長城詩的主題內涵，本章論述長城詩歌的主題內涵多元而深刻，

有個人情懷的表達，包括愛國情志、建功立業的壯志昂揚、築邊鄉愁之苦，更有

詩人送別離情，擬代思婦發聲的相思之怨，更多詩作中歌詠關塞風情，在在都是

寫實的長城書寫之筆，詩人體察社會的民生疾苦發出的悲憫之情，充實了長城詩

歌的內涵。 
 
    第四章唐代長城詩的表現手法，本章綜觀唐代長城詩書寫的表現方式，多喜
用樂府古題，如〈出塞〉、〈塞下曲〉等樂府古題；又唐人常於詩中以漢代唐，在

時空錯置中書寫長城之場景；且長城詩歌總是結合思鄉、詠馬、俠士、閨怨、送

別等不同題材同時交融出現；詩人多運用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摹寫，生動呈

現長城書寫的特色。 
 
    第五章唐代長城詩的文學特質與意象經營，本章論述唐代長城詩的文學特

質，包括雄渾與悲壯的審美情感，剛健的生命情調和悲憫生命情懷，長城意象營

造之美等，其中飽含詩人的人道主義關懷，詩人匠心獨運、寓情於景、情景交融

的寫景抒情技巧，呈現雄渾、剛健的詩歌風格與悲壯的審美情感，加上獨特的異

域風土人情，栩栩如生的人物圖像和時間、季節、自然、動物、植物、戰場、胡

樂（包括黃昏、秋冬、月、風、雲、霧、沙、鴻、雁、馬、雄關、柳、草、白骨、

琵琶、胡笳等語詞）意象群的呈顯都是筆者欲嘗試分析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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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六章結論，總結前文各章所論的研究成果，歸納唐代長城詩的特色、價值

與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