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 18頁 

第二章  唐之前的長城歷史及其詩歌 

 
 
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國為求自保，各築長城守護，規模小而不長，直到秦始皇

連接秦、燕、趙北方長城防禦北方游牧民族入侵，始稱萬里長城。之後，各朝都

致力於修築長城防禦北方異族，漢魏、北朝、隋唐都重視長城的戍守和維護，可

見長城在國防上的重要性。而自漢代民歌到南北朝詩歌，陸陸續續有長城詩歌呈

現，現存最早是陳琳的〈飲馬長城窟〉，以對話的方式來表達暴秦加諸人民的痛

苦，對秦強逼人民築長城的勞役之苦發出怒吼，孟姜女的故事即是在此情形下形

成。後來長城詩寫作內容趨向多元化，有建功的雄心、戰爭的苦難、閨婦的相思、

征夫的思鄉、人間的離別之情等，詩人彼此唱和、模擬，即使未真正到過長城，

也會寫作長城詩。 
 

第一節  春秋戰國時代的長城歷史 

 

中國自古以來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華民族是在各古代民族不斷遷徙、

爭戰、融合中形成的，在特定的歷史條件下，長城是我國境內民族間強烈對抗的

結果。就如同甌燕《長城史話》說的：「長城的歷史，基本上是一部保衛和平、

抗禦強敵的歷史」
1。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強凌弱、眾欺寡，社會動

盪，各國為防止敵人入侵，都紛紛築長城以自保。因長城修築的歷史久遠，文獻

記載資料零碎，限於筆者能力有限，且考證史實非本論文所欲探討的工作，只能

試著僅就現有的資料，從中梳理各國修建的梗概。 
 

景愛《中國長城史》為「長城」下定義： 

 
長城是以土、石、磚壘築的連續性高城牆，係古代邊境禦敵的軍事工程2 

 
長城是先秦時期的重要軍防工程，北方的游牧民族是以騎兵來展示其軍力，當時

建造長城長且高，目的即是為了阻止敵人騎兵的入侵。用泥土壘牆多用木夯或石

夯，平原地區多就地取材，取用泥土夯打土牆，山區多以土石混築，現今仍可見

長城的遺跡。《詩經．出車》是最早寫長城的詩歌： 
 

王命南仲，往城於方。出車彭彭，旌桃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

                                                 
1 甌燕：《長城史話》（臺北：國家出版社，2004年），頁 10。 
2 景愛：《中國長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年），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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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仲，玁狁於襄。3 

 
詩中寫周宣王時，大臣南仲抵禦玁狁入侵。「玁狁」是北方民族，即後世的匈奴。

「城彼朔方」是指在北方築城，此指周宣王為防禦玁狁的進攻而修建的小城，部

分學者認為是長城修築的開始4。但景愛《中國長城史》認為詩中的「城」是動

詞，是築城的意思。詩中的「方」即朔方的略稱。景愛《中國長城史》說「南仲

所築之城，應是南北交通中的險要之處」，不是列城，不能說是周代的長城。筆

者認為《詩經》中的詩作是否真是歌詠長城之作？仍須進一步的考證，但其築城

防禦的想法和長城修建的立意卻是一樣的。長城修築多在邊境地區，戰國時期出

於軍事防禦的需要，許多國家都築有長城，甌燕《長城史話》說： 
 

騎兵的興起與長城的修築關係密切。明末清初的顧炎武所著《日知錄》中

指出，長城的緣起是由於『戰國井田制度廢除，而車變為騎，於是寇抄易

而防守難，不得已而有長城之築』。騎兵可輕易跨越小澗，躍上山坡，來

去倏忽，築高牆抵擋入侵的騎兵，在古代冷兵器時代是能起作用的。長城

就是把行之有效的城池禦敵高牆建於邊界之上，以保護國家的安全。5 

 

文中說明長城是應當時騎兵時代來臨需要而建，築高牆於邊界之上，保護國家的

安全。諸侯國之間的殘酷兼併和北方諸胡的寇邊，是長城產生的歷史背景，各諸

侯國在自己易受侵犯的邊境築起一道道的長城。根據文獻和考古資料，這些諸侯

國有齊、楚、魏、中山、秦、趙、燕。齊、楚、魏、中山和趙南界、燕南界長城，

是為抵禦敵國侵犯、兼併而建的，而秦、趙北界、燕北界長城是抗擊匈奴諸胡的

防禦線6。以下分別就齊、楚、魏、燕、秦、趙、中山長城介紹。 
 

一、齊長城 

 
齊國位於今山東省北部，南有泰山，與楚、魯、宋為界；北有渤海，隔海與

燕相望；西有清河，與趙為鄰；東濱大海。國都在臨淄（今山東淄博市的臨淄區）。

齊國東、北兩面臨海，西有河水天險，惟獨南境，雖有泰山、沂山卻不足為憑藉，

因此在南境修建齊長城。據《戰國策．秦策一》記載縱橫家張儀說秦王曰： 
 

昔者齊南破荊，中破宋，西服秦，北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

戰勝攻取，詔令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為限，長城、鉅防足以為塞。7 

                                                 
3 朱守亮：《詩經評釋》（臺北：台灣學生書局，1994年），頁 469。 
4 高永全：《中國歷代長城詩選》（中國婦女出版社，1989年），頁 1。 
5 甌燕：《長城史話》（臺北：國家出版社，2004年），頁 17。 
6 參見甌燕：《長城史話》（臺北：國家出版社，2004年），頁 19。 
7 西漢劉向：《戰國策》（臺北：里仁書局，1982年），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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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蘇秦列傳》亦載此，文字略同： 
 

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足以為塞。誠有之

乎？』對曰：『天時不與，雖有清濟、濁河惡足為固；民力罷敝，雖長城、

鉅防惡足以為塞。且異日濟西不師，所以備趙也；河北不師，所以備燕也。

今濟西、河北盡已役矣，封內敝矣。』
8 

 

由記載可知，戰國時期齊國確實築有長城，以備燕、備趙為目的，受到鄰國燕、

趙和西方秦國的關注。且齊長城的修築弄到「民力罷敝」、「封內敝矣」，可知工

程量相當巨大，消耗大量的民力和財力。文中點出齊有清濟、濁河以為固，長城、

鉅防以為塞，而《戰國策》和《史記》都把長城、鉅防與清濟、濁河相提并論，

反映出清濟、濁河與長城、鉅防有關，有相輔相成的意思。《左傳》中記載魯襄

公曾會同晉、宋、鄭、衛等諸侯國「同圍齊」，齊侯御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

里。《左傳．襄公十八年》： 
 

夙沙衛曰：『不能戰，莫如守險。』弗聽，諸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齊侯見之，畏其眾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

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連大車以塞隧而殿。9 

 
杜氏注曰：「平陰城在濟北盧縣東北，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行」，

景愛《中國長城史》說明：「從平陰城附近地形考察可以得知，防門與巫山有關，

鉅防指巫山石門而言」10，平陰城之東北為巫山，巫山之中二山對峙，其中只有

一隙可行車馬，有如石門，是齊魯往來的必經之地，從軍事角度來看，這是難得

的天險11。若堵塞石門即可斷絶南北往來。所以，齊將夙沙衛對齊王提出：「不

能戰，莫如守險」。春秋時代，人們將巫山石門稱為齊國的鉅防。鉅防即巫山石

門，又有防門山之稱。 

 

    北魏酈道元《水經注》引竹書紀年說：「梁惠成王二十年（齊威王二十八年，

西元前三五一年）齊築防以為長城」12，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齊記說：「齊

宣王乘山嶺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里，以備楚」13，載齊築長城

以防楚的歷史，可見齊長城的大概修建位置。又《水經注．汶水》：「汶水出朱虛

縣泰山，山上有長城，西接岱山（泰山），東連琅玡巨海，千有餘里，蓋田氏之

                                                 
8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公司，1993年），卷 69，頁 908。 
9 《十三經注疏．左傳》（臺北：藝文印書館，1993年），卷 33，頁 577。 
10 景愛：《中國長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年），頁 67 
11 參見景愛：《中國長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年），頁 67。 
12 北魏酈道元著，王國維校：《水經注校》（臺北：新文豐出版社，1987年），卷 26，頁 864。 
13 〈史記．楚世家〉見於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40，頁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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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也。」14、《水經注．汶水》引《竹書紀年》云：「晉烈公十二年，王命韓景

子、趙烈子翟員伐齊，入長城」15，上述記載所記長城的年代雖不一致，但都記

載著齊長城的歷史。可知戰國時期齊確實築有長城，以備趙、備燕為目的。這是

目前所見文獻中關於齊長城明確紀年的記載。晉烈公十二年（西元前408年），韓
景子、趙烈子伐齊入長城，說明在此以前齊即築有長城，又修築長城需花費很長

一段時間，不可能一時間就完成，景愛在《中國長城史》中論述認為「齊長城不

是一時所築」16，文中就當時的政治形勢分析齊長城始建於齊宣公，中經齊威王

續建，到齊宣王時完成。齊國開修長城的先例，各國紛紛修築長城以自衛17。甌

燕《長城史話》說：「目前的看法是，齊長城不是齊國某一個公或王完成的工程，

它從春秋時（即姜齊時）就開始修築西段，戰國時田齊威王、宣王接著往東修建

直至海濱，致有現在所見的齊長城。」18 
 

又《史記．楚世家》載，頃襄王十八年（西元前 281 年）有人言事曰：「射

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

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北舉矣」19，這段文字所提到東莒、浿丘、即墨、午道、

太山，都是齊長城所經過之地，東海則是齊長城所止。張正義《史記正義》引〈括

地志〉云：「長城西北起濟州平陰縣，緣河歷泰山北岡上，經濟州淄川，即西南

兗州博城縣北，東至密州瑯琊台入海。」20這段文字粗略地描述了齊長城的走向

和起止地點21。齊長城是西從今天山東平陰縣，向東乘山嶺經泰安西北，萊蕪縣

北，章丘縣南，淄川縣西南，臨胊縣南，安丘縣西南，諸城縣南，瑯玡臺北至膠

縣南的大朱山東入海。 
 

二、楚長城 

 

楚國疆域，包括今湖北省全部和湖南省北部。楚長城位於楚北境，在今河南

省南部。根據文獻考證，起自鄧縣（今河南鄧州市），沿湍河北上內鄉縣，經酈

縣故城北達翼望山，折向東，沿伏牛山脈經魯山縣，跨沙河至葉縣（今河南魯山

縣與泌陽縣之間），再折向南，經方城縣達泌陽境22。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出於防禦

目的，分別在邊境形勢險要處修築長城。關於楚長城是否在春秋時代即有，一直

是爭論中的。許多人認為春秋時代楚國即築有長城，但也有學者認為當時正值楚

                                                 
14 北魏酈道元著，王國維校：《水經注校》（臺北：新文豐出版社，1987年），卷 26，頁 864。 
15 北魏酈道元著，王國維校：《水經注校》（臺北：新文豐出版社，1987年），卷 26，頁 863-864。 
16 景愛：《中國長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年），頁 75。 
17 景愛：《中國長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年），頁 76-77。 
18 甌燕：《長城史話》（臺北：國家出版社，2004年），頁 25。 
19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40，頁 661-662。 
20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40，頁 661。 
21 景愛：《中國長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年），頁 70。 
22 甌燕：《長城史話》（臺北：國家出版社，2004年），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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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爭盟中原，問鼎周室之時，不會自築長城以自限，王國良《中國長城沿革考》

也持此種說法，認為楚長城決不是春秋時代即出現23。景愛《中國長城史》說：

「仔細審視有關的歷史文獻，發現楚長城並非是春秋時所築，也同東周其他諸侯

國的長城一樣，修築於戰國時期」24。《左傳．僖公四年》：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陵。齊侯陳諸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

之。齊侯曰：『豈不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不穀同好如何？』對曰：『君

惠徼福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

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不克！』對曰：『君若以德綏諸侯，誰敢不服！

君若以力，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諸侯

盟。25 

 

由上文可知，齊侯即齊桓公小白，齊桓公自恃有齊、魯、宋、陳、衛五國之師，

向楚國發出了武力威脅，「以此眾戰，誰能禦之！」，屈完不甘示弱針鋒相對地告

訴齊桓公：「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知道楚國有山河

之險，難以討伐，只好和楚國言和，結召陵之盟，避免齊楚之間的一場戰爭。陸

思賢《長城話古》、燕甌《長城史話》都以為方城即是長城，但《左傳》中杜預

注：「方城山在南陽葉縣南，以言境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入江。言其險

固，以當城池」26，言明方城是指山河之險，景愛《中國長城史》也認為方城是

指山河之險而言，不可望文生義推論出楚成王時已有長城。 
 
    從文獻記載來看，楚長城有東西兩道相互平行，從北到南。有關楚長城的記

載以《水經注》為最早27，《水經注．潕水》引盛弘之云： 

 

葉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逕比陽界，南北聯聯數百里，號為方

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長城一面，未詳里數，號為長城，即此城

之西隅，其間相去六百里，北面雖無基築，皆連山相接，而漢水流而南。
28 

 

文中記述東西二道長城相距六百里，長城之北為連山，即外方山和伏牛山。唐代

《括地志》對楚長城有更詳細的記載29。唐張守節《史記正義》〈越王世家〉中引

《括地志》曰： 

                                                 
23 王國良、壽鵬飛編著：《長城研究資料兩種》（香港：龍門書店，1978年），頁 14-15。 
24 景愛：《中國長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年），頁 78。 
25 《十三經注疏．左傳》（臺北：藝文印書館，1993年），卷 12，頁 202-203。 
26 《十三經注疏．左傳》（臺北：藝文印書館，1993年），卷 12，頁 203。 
27 景愛：《中國長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年），頁 83。 
28 北魏酈道元著，王國維校：《水經注校》（臺北：新文豐出版社，1987年），卷 31，頁 1004-1005。 
29 《括地志》在南宋時即已佚失，唐人張守節撰《史記正義》大量徵引《括地志》，參見景愛：

《中國長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年），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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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東七十五里，南入穰縣，北連翼望山，無土之處，累

石為固。楚襄王控霸南土，爭強中國，多築列城于北方，以適華夏，號為

方城。30 

 

檢《史記》楚國無襄王之名，但有頃襄王，或為頃襄王之略。此為《括地志》所

記，是楚西長城，是為防禦秦國入侵而築。楚西長城西瀕漢水的上游丹江，溯丹

江上，可達商州、藍田。在丹江河谷中設有武關、嶢關，嶢關地近藍田，又稱藍

田關。秦末漢高祖是由武關入秦，繞過嶢關，破秦兵於藍田之南。楚修築西長城

用意即為防秦兵，張守節《史記正義》：「云邑徒眾少，不足備秦嶢、武二關之道

也」31，從中可見楚西長城的重要。 

 

楚東長城，據《水經注》引盛弘之語，是在葉縣之東方，北起犨縣，經瀙水，

南達泚陽。楚國東長城之東北有齊國，楚與齊有宿怨，楚國時時提防齊入侵，楚

修東長城是為了防齊和韓、魏、趙的威脅。關於楚長城修築的時間有不同的說法，

筆者採用景愛《中國長城史》的推論：「從楚國的形勢而言，說其長城的修建應

當是楚懷王、頃襄王之世，即戰國中後期。」32，楚長城的位置，根據歷史文獻

記載，它的西頭從今天湖北的竹山縣，跨漢水輾轉至河南的鄧縣，往北經內鄉縣，

再向東北經魯山縣，跨漢水輾轉至河南的鄧縣，往北經內鄉縣，再向東北經魯山

縣、葉縣，往南跨過沙河直達泌陽縣。總長將近一千里。從地理位置上看，這一

道長城正好處在當時楚國都城郢都的西北和東北面，對於防禦較為強大的諸侯鄰

國秦、晉、齊、韓、魏等的進攻是恰當的。 
 

三、魏長城 

 

魏國疆域擁有今河南省北部、山西省南部和陝西省東部。西與秦接壤，北與

趙相錯，東部與齊相鄰，南有韓、楚。國都原在安邑，惠王時因安邑近秦，受秦

的威脅，遷都大梁。據史書記載，魏長城有兩處，其一在今陝西北部黃河西岸的

黃土高原上，史稱河西長城；另一處在黃河中游的南岸，史稱河南長城。景愛《中

國長城史》提及魏長城雖然見於記載，然而其分布走向和修築時間卻自古至今都

有不同的說法，現僅就筆者蒐集所見的資料梳理。《史記》中記載魏國修長城的

地方有三處。《秦本紀》： 

 

孝公元年，河山以東，彊國六，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

                                                 
30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41，頁 669。 
31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41，頁 669。 
32 景愛：《中國長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年），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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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竝。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洛，以

北有上郡。33 

 

《魏世家》： 

 

魏惠王十七年，與秦戰元里，秦取我少梁。圍趙邯鄲。十八年，拔邯鄲。

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陵。十九年，諸侯圍我襄陵。

築長城，塞固陽。34 

 

《六國年表》： 

 

魏惠王十九年，諸侯圍我襄陵。築長城，塞固陽。35 

 
以上皆記魏國修築河西長城之事，《秦本紀》稱秦孝公元年（西元前 361年）魏

國修築長城，而《魏世家》和《六國年表》則稱魏惠王十九年（西元前 352年）

修築。魏惠王十九年即秦孝公十年，在修築時間上記載的時間相差九年。景愛《中

國長城史》認為魏長城應是秦孝公元年開始修築，到秦孝公十年結束，前後達十

年之久36。《秦本紀》：「自鄭濱洛，以北有上郡。」，《魏世家》又稱：「築長城，

塞固陽」，依史記之言，河西長城應是起於鄭，沿洛河走向北上，進入上郡，長

城之旁有固陽城。魏國修築長城時是秦強魏弱，修長城的目的是防禦秦國。故《史

記正義》： 

 

魏西界與秦相接，南自華州鄭縣，西北過渭水，濱洛水東岸，向北有上郡、

鄜州之地，皆築長城，以界秦境。
37
 

 

說明魏以長城防秦，從華山、渭水，沿洛水北上，證明魏長城的起始地點為華山，

由此向北走向，直達渭水之濱。而河南長城是為了保衞魏都大梁，免遭韓或秦的

威脅。當時的形勢是魏國在與秦國戰爭中連連失利，故建河西長城。遷都大梁以

後，秦對魏的威脅日益加劇，韓與魏也不斷發生衝突，於是魏修築河南長城以保

衞長城以東的新都大梁。河南長城的修築與龍賈有關。《水經注．濟水》引竹書

紀年：「梁惠成王十二年（西元前 359 年）龍賈率師築長城於西邊」就是河南長

城的史書記載。又魏國在太行山東麓，還修築一道長城，其在黃河之北，古稱秦

王堤，也是為防秦而修築，長期以來未受人們的注意，康熙《林縣志》卷一《古

迹》稱：「秦王堤在縣西一十里，南接河內，北至滏陽。古老傳云，秦、趙分界

                                                 
33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5，頁 101。 
34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44，頁 714。 
35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14，頁 291。 
36 景愛：《中國長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年），頁 94。 
37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5，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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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也。今按：此堤南北不及四五十里，并無接河內至洛陽故迹，或如月堤，防西

山水勢之意，而誤傳為秦、趙分界堤也」38。經實地考察發現，康熙《林縣志》

所稱的秦王堤是一道古長城，此長城是在太行山東麓，沿太行山作南北走向。景

愛《中國長城史》說林縣境內的長城作南北走向，長城以東是魏國境域，所要防

禦的敵人顯然是長城以西的秦國，其修築時間應同魏河南長城同時，或其前後不

久，即魏惠王在位時期39。魏國受到秦國的嚴重威脅，為了防秦國的進攻，被迫

修築了河西長城、河南長城及秦王堤，以保衛河西地區和新遷的都城大梁。 

 

四、趙長城 

 

趙國含今山西省大部、陝西省東北部、河北省南部。東與中山、齊接界，南

和西與魏、韓、秦交錯，北接林胡、樓煩，東北與燕、東胡毗鄰。國都在晉陽（今

山西太原），中遷中牟（今河南湯陰西），西元前三八六年，趙敬侯遷都邯鄲（今

河北邯鄲）。《史記．趙世家》先後記趙肅侯修建長城。其一說：趙肅侯十七年（西

元前 333年），「圍魏黃，不克，築長城」40；其二是趙武靈王語曰：「我先王因世

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立長城」41。趙武靈王所稱的漳滏長城

在趙國的南境，戰國時，漳河是趙和魏的分界線，此趙南長城是修建於漳水和滏

水之間，利用漳水和滏水的天塹，將天險和人工長城密切結合在一起，加強其軍

事防禦功能。秦、齊、魏是趙的主要敵人，趙肅侯修建趙南長城即為了防禦秦、

齊、魏。又《史記．匈奴列傳》記載：「趙武靈王北破林胡、樓煩、築長城，自

伐並陰山下，至高闕為塞，而置雲中、雁門、代郡」42，就是說趙武靈王因變更

風俗穿胡服，士兵練習騎射，軍力大強，擊破了林胡、數煩，「攘地北至燕、代，

西至雲中、九原」
43
，於是設了雲中、雁門、代三郡，在這三郡北築了一道長城。

林胡、樓煩是古代的少數民族，後來併入匈奴，或說原本就屬匈奴族，戰國時他

們居於趙國西北境。趙武靈王在占領林胡、樓煩的土地以後，隨即修築長城，其

目的是為了防止林胡、樓煩南下收復其故地。趙武靈王設置雲中、雁門、代郡，

是為了永遠占據這裡的土地。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上述三郡則處於秦朝統治之

下，因此趙武靈王設置雲中、雁門、代郡三郡和修築長城有其重要的歷史意義。 

 

    趙武靈王長城止於高闕，北魏酈道元似曾到此考察，《水經注》載《史記》：

                                                 
38 《林縣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年），頁 431。轉引自景愛：《中國長城史》（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6年），頁 109。 
39 景愛：《中國長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年），頁 111。 
40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43，頁 696。 
41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43，頁 696-697。 
42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110，頁 1187。 
43 見《史記．趙世家》趙武靈王 26年時，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

年），卷 43，頁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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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武靈王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塞，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連

山刺天，其山中斷，兩岸雙闕，峨然雲舉，望若闕焉，即狀表目，故有高闕之名

也。」44，文中「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塞」是說長城與陰山平行走向，至高

闕塞為止。北魏酈道元曾記述陰山南麓的長城，其地古名白道嶺，他寫道：「西

南逕白道南谷口，有長城在右，側帶長城，背山面澤，謂之白道。南谷口，有城，

自城北出，有高阪，謂之白道嶺。沿路惟土穴，出泉挹之不窮。余每讀《琴操》，

見琴慎相和，《雅歌錄》云：『飲馬長城窟』，及其扳陟斯途，遠懷古事，始知信

矣，非虛言也。顧瞻左右，山樹之上，有垣若頹基焉，沿溪亙嶺，東西無極，疑

趙武靈王之所築也。」45可見趙武靈王所築長城的史實。趙北界長城的西端高闕，

初唐四傑之一的盧照鄰〈曲雪曲〉詩就是描寫雪中的高闕，有句云：「雪似胡沙

暗，冰如漢月明。高闕銀為闕，長城玉作城」。由於長城依其險峻，更添一分壯

美。 

 

五、中山長城 

 

中山國地處太行山東的燕、趙之間，位於今河北省西南部平山、靈壽、行唐、

定縣、正定、石家莊一帶。在戰國時期，由於戰爭頻繁，許多大國都修築長城，

受大國威脅的小國也修築長城以自衞。中山國也築有長城。戰國時，中山國地處

趙國與燕國之間，地理位置很重要，趙國不斷討伐中山國，欲兼併其領土。《史

記．趙世家》載趙敬侯十年（西元前 377年），討伐中山，與中山戰於房子（今

河北趙縣）。十一年（西元前 376年），又討伐中山，戰於中人（今河北唐縣）。

趙武靈王十七年（西元前 309年），出九門，為野台，以望齊、中山之境。
46
十九

年（西元前 307年）、二十一和二十三年（西元前 305年，西元前 303年），趙都

派兵攻取中山，中山王被迫獻出四邑言和，趙國始罷兵。中山國對趙國企圖強占

自己的領土很清楚，因此被迫修築長城。《史記．趙世家》載趙成侯六年（西元

前 369年），中山築長城。但中山長城從北端開始修築，向南方延伸，但並未完

全修完，因趙侯王、趙武靈王時，趙國不斷侵略中山國，中山國政治、經濟都受

到干擾，以致無法將長城修完。壽鵬飛《歷代長城攷》說明中山長城位置：「此

城蓋北起泰巇山，逕長城嶺，縱貫桓山，並太行山而南下，凡龍泉、倒馬、井陘、

娘子固關皆屬之，方輿紀要以為至賛皇縣後溝口始竟，然不止此，而南達邢台縣

黃澤關宋陳口，又南至明水嶺大嶺口而止。」47，約同於甌燕《長城史話》說：「史

家根據歷代地理書籍和地志推測，它的位置約在當今河北、山西交界地區。它縱

                                                 
44 北魏酈道元著，王國維校：《水經注校》（臺北：新文豐出版社，1987年），卷 3，頁 77。 
45 北魏酈道元著，王國維校：《水經注校》（臺北：新文豐出版社，1987年），卷 3，頁 84。 
46 《史記．趙世家》所記討伐中山國之事，見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

1993年），卷 43，頁 694-697。 
47 王國良、壽鵬飛編著：《長城研究資料兩種》（香港：龍門書店，1978年），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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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桓山、太行山南下，經倒馬、龍泉、娘子諸關，南及邢台黃洋關以南的明水嶺

大嶺口，全長約四五百里。」48，可見中山長城大概的地理位置。 

 

六、燕長城 

 

戰國時期，燕國是最偏北的國家。燕國位於河北省北部，遼寧省南部。全境

東北和朝鮮為鄰，北和東胡接壤，西和中山、趙交界，東南濱渤海灣，並和齊接。

國都在薊。燕國之南為趙國和中山國，在戰國後期，燕曾修築南、北兩道。燕南

長城始見於《戰國策．燕策一》。張儀為秦破合縱實現連橫，曾游說燕王曰： 

 

夫趙王之狼戾無親，大王之所明見之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

燕，再圍燕都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

間以事秦。大王不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易水、長城

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不敢妄動矣。49 

 

司馬遷撰《史記．張儀列傳》，也徵引了《戰國策》的記載，不過文字略有出入： 

 

夫趙王之很戾無親，大王之所明見。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而攻燕，

再圍燕都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閒以事秦。

今大王不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易水、長城非大王之

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不敢妄擧師以攻伐。今大王事秦，秦王

必喜，趙不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

計之也。
50
 

 

《史記．刺客列傳》也記載了燕南長城，文中有鞠武對太子丹語曰： 
 

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北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

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眾而士厲，兵革有餘。

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易水以北，未有所定也。51 

 

從長城之南，易水以北可知長城位於易水北岸，而長城和易水很近，故將長城易

水並舉，長城和易水都在燕國南境，易水是燕國和趙中山的分界，故太子丹送荊

軻至易水而止，反映出過易水就出境到達異國他鄉。燕南長城最初可能主要是為

                                                 
48 甌燕：《長城史話》（臺北：國家出版社，2004年），頁 57。 
49 西漢劉向：《戰國策》（臺北：里仁書局，1982年），頁 1052。 
50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70，頁 922。 
51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86，頁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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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防禦齊國而建，因為當時齊國多次伐燕，對燕國威脅最大。燕南長城是為了防

禦齊國以及趙國的威脅，大體上作東西走向，割斷了華北平原的中部。燕南長城

有保衛燕下都的作用。燕南長城向西一直修築到太行山的深谷中，即是用來防禦

西南的秦國。 

 

    在燕國的北方，有一道長城，即燕北長城。《史記．匈奴列傳》在記述秦昭

王、趙武靈王修築長城以後，又稱： 

 

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

里。與荊軻刺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

上谷、漁陽、右北平、遼西、遼東郡以拒胡。52 

 

文中指出燕北長城修築的時間、起止地點和走向，《漢書．匈奴傳》也有此事的

記載，壽鵬飛《歷代長城攷》說明燕境自秦開擊破林胡，拓地至今察哈爾省東部，

置上谷郡，又北拓地，奄有今熱河省南部，置遼西郡，又東拓地至今遼寧省，置

遼東郡，是其所築，必在三郡北境，以長城為其國界。53燕北長城是為了防禦北

方的胡人而建，其起始於造陽，在上谷郡境內，《史記．絳侯周勃世家》： 

 

燕王盧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復擊破綰軍沮陽，追至長

城。54 

 

文中所述是西漢初年事，當時漢未修築長城，文中所記長城應是燕北長城，周勃

先在沮陽擊破綰軍，盧綰北逃，周勃軍追至長城。燕北長城應在沮陽（造陽）的

北方。 

 

    燕北長城進入遼東郡，燕國的遼東郡包括有朝鮮北部。壽鵬飛《歷代長城

攷》：「史記朝鮮傳，燕人衞滿，嘗略屬真番朝鮮，為置吏，築鄣塞，是燕時長城

已及朝鮮，為秦時長城直達朝鮮之所因，而燕復有南長城與趙界」55。《三國志．

魏書．烏桓鮮卑東夷傳》裴注引《魏略》： 

 

朝鮮⋯⋯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里，至滿番汗

為界，朝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遼東。56 

 

                                                 
52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110，頁 1187。 
53 參見王國良、壽鵬飛編著：《長城研究資料兩種》（香港：龍門書店，1978年），頁 3-4。 
54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57，頁 820。 
55 壽鵬飛：《歷代長城攷》，收於王國良、壽鵬飛編著：《長城研究資料兩種》（香港：龍門書店，

1978年），頁 4。 
56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注》（臺北，世界書局，1974年），卷 30，頁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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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滿番汗」又稱垻水，即今清川江。燕北長城越過鴨綠江進入朝鮮境內，在

朝鮮北部大寧江及支流昌城江右岸，發現了古長城。在朝鮮西北部地區，多次發

現燕國的明刀幣和建築構件，證明燕國的勢力進入朝鮮北部。因此，大寧江沿岸

的長城就是燕北長城的末端，燕北長城的終止地點應在大寧江注入黃海的河口

處。燕國北方六郡的設置和燕北長城的修建都是為了防東胡南侵，收復其故地。

燕北長城應是一段一段修築而成的，其完成之期應是在燕昭王在位期間。燕北長

城的遺址發現許多，不過尚有若干段落沒有被發現，因此關於燕北長城的走向，

只能勾勒出大概而已57。 

 

七、秦昭王長城 

 

戰國時，秦國也築有長城，由於是秦昭王所修築的，故後人稱之為秦昭王長

城，有別於秦朝建立以後蒙恬所修築的長城。戰國時秦築長城之事，見於《史記．

匈奴列傳》，文曰： 

 

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

城。⋯⋯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亂，有二子。宣太后詐而殺義渠戎

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北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
58 

 

從這段記載來看，秦昭王長城之修築與討伐義渠有關。自西周以來，在今陝西北

部、甘肅東部和寧夏南部地區，居住著許多少數民族，在古代文獻中被稱為戎或

西戎。西周末年，犬戎勢力強大，是協助申侯、繒侯殺死周幽王，顛覆西周政權

的重要力量。秦人本是西戎的一支，在古代文獻中秦被稱為「戎秦」、「狄秦」，

秦人接受中原文化比較早，社會進步比較快。到了戰國時期，秦、趙、魏都對西

戎用兵，只剩義渠戎仍存，因其居住地偏西且其勢力較強大。在秦昭王以前曾對

義渠多次征討，不過義渠勢力仍大，義渠王竟利用朝秦的機會，和秦昭王之母宣

太后私通。此事導致秦昭王決心計殺義渠王，隨後即對義渠展開征討，義渠潰逃，

為了防患未然，秦昭王修築長城阻止其奪回已失去的舊地。秦昭王計殺義渠王、

討伐義渠殘部以後，立即建立隴西、北地、上郡，管理新擴大的領土。「築長城

以拒胡」說明當時築長城的主要目的，是防禦義渠捲土重來。寧夏固原地區是秦

昭王長城的重要地段。 

 

    《水經注．河水》對固原地區的秦長城有以下的記載： 

 

                                                 
57 參見景愛：《中國長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年），頁 143。 
58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110，頁 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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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又東北，高平川注之，即苦水也，水出高平大隴山苦水谷⋯⋯東北流，

逕高平縣故城東⋯⋯其水又北，龍泉水注之，水出縣東北七里龍泉，東北

流注高平川。川水又北，出秦長城（自注：城在縣北一十五里）又西北流，

徑東西二土樓故城門北，合一水，水有五源，咸出隴山西，東水發源縣西

南二十六里湫淵。淵在四山中，湫水北流，西北出長城北，與次水會，水

出縣西南四十里長城西山中。59 

 

在這段記載中兩次提到秦長城，一是龍泉水北出長城；二是湫水源於長城西山

中，西北流出長城北。文中提到的高平縣即今固原縣。《水經注》的記載與固原

地區的古長城的分布走向完全一致，《水經注》所稱的秦長城，即秦昭王長城。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兼并，相互爭霸各自設防，先後修築長城以為互相防衛。

這些長城的位置根據各諸侯國家設防的需要，或南或北，或西或東，佈滿了中國

黃河、長江流域的廣大地區。從這許多長城的分佈上也正可看出春秋戰國時期諸

侯割據，相互爭戰的歷史情況。春秋戰國時期的長城，雖然自秦統一中國之後，

除一部分作為萬里長城的基礎之外，大多已下令拆毀，保存的遺址不多。但是它

們對於研究早期長城的歷史和當時的社會政治、軍事等情況卻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二節  秦漢時代的長城歷史 

 

一、秦長城 

 

戰國時，匈奴一直是我國北方的憂患。史傳秦始皇為求仙人長生不死藥，相

信方士，方士盧生裝神弄鬼，獻上圖書，上有「亡秦者胡也」之語句，故對匈奴

加意防備。秦始皇之前，中國北邊已有秦昭王長城、趙長城和燕長城，為軍事需

要捍衛首都咸陽和關中畿輔之地的安全，秦始皇對原北邊長城可修繕的加以修

治，秦朝長城又稱秦始皇長城，即秦朝建立以後由蒙恬修築的長城，後世又稱作

蒙恬長城，蒙恬修築長城一事，在《史記》有多處記載。 

《史記．蒙恬列傳》： 

 

秦已并天下。及使蒙恬將三十萬眾，北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

用制險塞，起臨洮，至遼東。延袤萬餘里。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北，

暴師於外十餘年，居上郡。60 

 

                                                 
59 北魏酈道元著，王國維校：《水經注校》（臺北：新文豐出版社，1987年），卷 2，頁 69-70。 
60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88，頁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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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匈奴列傳》： 

 

秦滅六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北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塞，

築四十四縣城臨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

壍谿谷，可繕者治之，起臨洮至遼東萬餘里。又度河，據陽山北假中。61 

 

《史記．秦始皇本紀》： 

 

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北擊胡，略取河南地。三十三年，發諸嘗

逋亡人、贅壻、賈人，略取陸梁地，為桂林、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

北斥逐匈奴，自榆中竝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四十四縣，城河上為塞。

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北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

三十四年，適治獄吏不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62 

 

文中可知築長城、因河為塞、修直道等三件史實。秦始皇統一六國之後，命令蒙

恬收取河南地，蒙恬北逐匈奴，收取河套以南的大片河南地，自榆林傍黃河往東，

至陰山，設置三十四縣，城河上為塞，並沿線建置亭障。秦始皇築長城，利用天

險邊塹，從臨洮到遼東，沿黃河設縣為塞，修直道加強北邊塞防，使匈奴不得不

北徙七百餘里，「胡人不敢南下而牧馬」。在河套以北至陰山一帶設置四十四縣，

又鼓勵內地三萬戶人家遷徙到北河、榆中屯墾，鞏固和開發邊境。在《淮南子‧

人間訓》中記敘：「秦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西屬流沙，北

擊遼水，東結朝鮮。秦之時……丁壯丈夫，西至臨濼、鍬道……北至飛狐、陽原，

道路死者以溝量。」63，記載說它北面、東面沿趙、燕的舊長城，西起高闕，東

到造陽，再東行，抵達遼東。造陽在今河北省張家口一帶。《水經注．河水》說：

「始皇二十四年起自臨洮，東暨遼海，西並陰山，築長城。」64遼海即渤海，泛

指遼東濱海之地。《水經注．河水》又說：「始皇令太子扶蘇與蒙恬築長城，起自

臨洮至於碣石。」65 
 

長城雖然在春秋戰國時期即已修築，但是由於諸侯林立，屬境較小，一般小

國長城都只有幾百里，一些大的諸侯國家的長城也不過三四千里。萬里長城之

名，自秦始皇才開始，因此，人們提到萬里長城的時候，往往把它同秦始皇的名

字聯繫起來。 
 
公元前221年，秦始皇統一了中國，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割據稱雄的紛爭結束，

                                                 
61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110，頁 1187。 
62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6，頁 122-123。 
63 劉安：《淮南子》四部備要．子部（臺北：台灣中華書局，1983年），卷 18，頁 16。 
64 北魏酈道元著，王國維校：《水經注校》（臺北：新文豐出版社，1987年），卷 3，頁 81。 
65 北魏酈道元著，王國維校：《水經注校》（臺北：新文豐出版社，1987年），卷 3，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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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開始了。為了適應統一國家的需要，秦始皇採取了一系

列措施，諸如設郡縣、實行「書同文」、「車同軌」以及統一度量衡和其他各種統

一的制度以促進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發展。這些措施是鞏固中央集權封建

制國家所必需的。修築萬里長城即根據鞏固中央集權統一國家的需要所採取的一

種政治軍事措施。秦始皇併滅六國，統一了天下，原來燕、趙等國的北部地區生

產比較落後，為了發展這些地區的經濟文化，鞏固其統治，在北部地區設置了隴

西、北地、上郡、九原、雲中、雁門、代郡、上谷、淦陽、右北平、遼西、遼東

等十二郡，用以進行管轄，主要是進行墾殖，發展農牧業經濟。同時也是為了防

禦匈奴、東胡騷擾中原的一項措施。 
 
在秦始皇併六國以後的十五年中，由於採取了修築長城來防禦和墾殖北方土

地等措施，收到效果。當此之時，匈奴單于不勝秦，北徙。西漢賈誼評價蒙恬修

長城的功績說：「蒙恬北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里，胡人不敢南下而牧

馬，士不敢彎弓而報怨」66。說明秦始皇派蒙恬到北方修築長城，防衛邊疆，擊

退匈奴七百多里，讓胡人不敢南下來侵略。賈誼寫作〈過秦論〉的真正歷史目的

是借古諷今，秦不施仁義的結果即敗亡，希望國君勿步秦與九國之後塵。秦始皇

修築長城雖有其抗阻外族入侵的功勞，但終因其不施仁義而滅亡。看賈誼〈過秦

論〉結尾的提問：「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列，百有餘年

矣；然後以六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

何也？仁義不施，而攻守之勢異也。」67，文中的「仁義不施」即是秦王朝滅亡

的原因，可知賈誼〈過秦論〉論秦之過，分析、批評秦朝的錯誤，提醒漢朝統治

者應施行仁政，以免重蹈覆轍。 

 
    西漢時政治家們論秦朝之所以滅亡，築長城與伐嶺南是重要原因。《漢書．

張耳陳餘傳》：「秦為亂政虐刑，殘滅天下，北為長城之役，南有五嶺之戍，外內

騷動，百姓罷敝。」68、《史記．平津侯主父列傳》中提到嚴安上書也說此二事，

說是：「當是時，秦禍北構於胡，南掛於越，⋯⋯行十餘年，丁年被甲，丁女轉

輸，苦不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69，可見秦

築長城曠日持久，勞民傷財，不僅青壯年男子要披甲上陣，青壯年女子也要參與

運輸，自縊於路邊樹上的死者，不計其數。修築長城擾民至深，促使天下動亂，

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秦築長城是自築天下之冤。始皇築長城雖遭後人唾罵，但

以當時的邊境形勢論，又是不可不為的。為了保護秦境的農業生產，國家安全，

修築長城，派兵守邊境是必要的，史書記載，由於秦採取了防禦措施，「頭曼不

勝秦，北徙」70又可見築長城在當時歷史條件下，是出於防禦而採取的一種較好

                                                 
66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年），頁 217。 
67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年），頁 217。 
68 班固撰，顏師古注，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臺北：藝文印書館，1996年），卷 32，頁 931。 
69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民國 1993年），卷 112，頁 1219。 
70 〈史記．匈奴列傳〉見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民國 1993年），卷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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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認為這給邊境帶來了寧靜和安定，也有利於後世。秦始皇築長城是出於

形勢的需要和必然，也阻擋北方民族侵擾，其在河套以北至陰山一帶設置四十四

縣，又鼓勵內地三萬戶人家遷徙到北河、榆中屯墾，鞏固和開發邊境，這都是他

的偉大功績。但不可否認的，長城的徭役給人民帶來苦難，據西漢《史記．平津

侯主父列傳》說，秦始皇修築長城，暴兵露師十餘年，死者不可勝數，又使國內

運送糧草，有的來自東海之濱，車運至北河，勞師動眾，過份壓榨人民，又秦始

皇修阿房宮、始皇陵、其他宮室苑囿，驅趕動用過多的老百姓，人民生活痛苦，

所以歷代譴責者眾多，例如胡曾《長城》： 

 

祖舜宗堯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蒼生。不知禍起蕭墻內，虛築防胡萬里城。
71 

 

明白表達對德政的嚮往及對暴秦的指責。於是有人結合「杞梁妻」的故事，變成

民間流傳的「孟姜女哭長城」，道出人民的心聲，表現大量農民脫離生產、修築

長城的淒苦。 
 
秦始皇築長城有民謠唱道： 
 

生男慎勿舉，生女哺用脯。不見長城下，屍骸相支拄。
72 

 
民謠一反中國傳統思想，生男孩勿撫養，生女孩用肉脯餵，因為長城下屍骸狼籍，

男子命運如此，多麼沉痛的心聲。人民要安居樂業，反對過重的勞役。孟姜女哭

長城的故事即形成於這樣的歷史背景，但這不是真實的歷史，有關秦代的歷史記

載中，無故事的隻字片語可憑，故事之源可追溯至春秋時期齊國的杞梁妻。《左

傳》記載： 
 

齊侯還自晉不入，遂襲莒⋯⋯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梁，莒人行成。

齊侯歸，遇杞梁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若免

於罪，猶有先人之敝廬在，下妾不得與郊弔」。齊侯弔諸其室。73 

 
傳文中的「殖」，是杞梁的名字。他是齊先鋒，為莒所俘而死。莊公回師在郊外遇見杞

梁妻，向她弔唁，她婉辭齊莊公曰：「若杞梁有罪，君不能弔；倘使無罪，還有祖先的

敝廬在，我不該在郊外接受你的弔唁。」，而使莊公親至其家弔唁，是一位「知禮」的

女人。依據歷史，杞梁是死於齊莊公襲莒的戰役。這在《左傳》襄公二十三年有

                                                                                                                                            
頁 1187。 

71 錄自清曹寅等奉編：《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年），卷 647，頁 1633。 
72 黃節：《漢魏樂府風箋》（臺北：學生書局，1971年），頁 34。 
73 《十三經注疏．左傳》（臺北：藝文印書館，1993年），卷 35，頁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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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記載，從《左傳》杞梁之妻，到二百年後《禮記．檀弓》也記載此事，再加

上「其妻迎其柩於路而哭之哀」句。《孟子．告子》中記淳于髡的話「杞梁妻善

哭其夫而變國俗」。而到西漢晚期，故事逐漸由杞梁妻的悲哭而演衍至崩城，劉

向在《列女傳》中說她：「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為之崩」，塑造了

她「內誠動天」，使莒城崩塌的偉大力量。傳中的「城」，雖不是指長城，但已種

下後世好事者，牽連其事，說她「哭倒長城」。到唐朝，《琱玉集》就把杞梁夫妻

和秦始皇修建長城的事，連在一起，杞梁夫妻變成了秦朝人，杞梁妻有了姓名孟

仲姿。貫休和尚，以「杞梁妻」為題，寫詩來控訴秦始皇的暴虐和無道，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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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貫休的某些說法，有劉向的影子，只是劉向說的是莒城，而他說的是長城。孟姜

女的名字在唐代以後就出現了，而且增加尋夫送寒衣的內容。秦始皇修築長城是

事實，他的無道和暴虐，也見於歷代史學家的評論，但孟姜女哭城的傳說和秦長

城合流轉變，應是秦始皇在築城過程中，酷虐催逼，動用大量的人力物力，拆散

無數幸福的家庭，給廣大百姓帶來沉重的災難。所以有心者借此故事，同情那些

受害的勞動人民，並揭露秦始皇的殘暴行徑。 

 

二、漢長城 

 
漢代長城較之秦長城更有所發展。並築了外長城，它們的長度達到了兩萬

里，是歷史上修築長城最長的一個朝代。漢朝花如此大力修築長城，除了軍事上

的防禦之外，漢長城的西部還開發了西域屯田、保護通往中亞的交通大道絲綢之

路。 
 
    漢武帝是一個繼秦始皇統一之後，把封建專制國家進一步鞏固下來的重要人

物。他對掠奪成性的匈奴，早有戒備，並以堅決的回擊。在他繼位的第七年，元

光元年（公元前 134 年）就派了「衛尉李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不識為

車騎將軍，屯雁」（《漢書‧琥帝紀》）。但是，到了元朔年間，匈奴不斷入遼西、

上谷、漁陽殺掠吏民，武帝命衛青、霍去病統兵大破匈奴。為了有效地阻止匈奴

的突然襲擊，除了抗擊之外，必須要加強經常的防禦工事。修築長城以抗匈奴，

是秦始皇時即已行之有效的辦法。因此，在收復了被匈奴侵占的土地之後，首先

是把秦始皇時所修長城加以修繕。《史記‧匈奴列傳》上記載，元朔二年，「漢遂

                                                 
74 錄自清曹寅奉編：《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年），卷 826，頁 2023-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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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河南地、築朔方，復繕故秦時蒙恬所為塞，因河為固。」75這是武帝初期的情

況。 
 
    漢武帝在西北和北部邊境修建了計逾一萬公里的防禦工程。這些防禦工程漢

代人稱之為塞或邊塞，它包括了長城、壕塹、亭障、烽燧等。據《史記》、《漢書》

記載，重要的邊塞修築有五次：一是元朔二年（西元前 127 年），衛青在收復河

南地後，築朔方城，修繕了秦蒙恬的邊塞，以黃河為險固；二是元狩二年（西元

前 121 年），衛青、霍去病兵出焉支山、祁連山後，由令居始築至酒泉的邊塞，

大約在元狩三年至元鼎六年（西元前 120~前 111 年）；三是元封三年（西元前 108
年）擊破姑師（在今新疆吐魯番西）後，由酒泉列亭障至玉門；四是太初元年至

四年（西元前 104~前 101 年）伐大宛後，自敦煌西起亭障至鹽澤；五是太初三

年，遣徐自為出五原塞外數百里至千餘里，築城障列亭至廬朐，又令路博德築塞

居延澤上。76 
 

    河西走廊的邊塞還具有隔絕匈奴和羌、西域諸國聯合，維護絲綢之路的作

用。漢武帝不僅修繕秦城，而且新築長城。長城工程規模的宏大，更遠出秦皇長

城之上。武帝主要建築河西走廊的長城。《史記‧大宛列傳》：「漢始築令居以西，

初置酒泉郡，以通西北國。」77，這是從元狩中開始從甘肅的永登（古令居）築

長城至酒泉。元狩二年，武帝令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擊破匈奴，匈奴的昆邪

王殺休屠王，並率四萬人來降，武帝以河西地置武威、酒泉兩郡。從那時開始了

河西長城的建築。西漢（主要是武帝時期）所築河西長城、亭障、列城、烽燧，

有力地阻止匈奴的進犯，對發展西域諸屬國的農牧業生產，促進社會的進步，打

通與西方國家的交通，發展同歐亞各國的經濟貿易、文化交流。兩千年前中國的

絲織品即是通過這條絲綢之路經康居、安息、敘利亞而達於地中海沿岸各國的，

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這條絲綢之路從長安出發遠及兩萬多里。在漢王

朝管轄地區就有一萬里以上。當時分作南北兩路：南路從敦煌經樓蘭、於闐、莎

車、疏勒、桃槐、貴山城、貳師城而達大月氏、安息，再往西達於條支、大秦。

北路從敦煌經車師前王廷、焉棲、龜茲在疏勒與南路相合。就在這條東起武威、

居延，西至疏勒以西中國境內的萬里古路上，兩千多年前漢代修築的長城、亭障、

列城、烽燧的遺址，至今巍然聳立。從這些遺址及古墓葬之中，曾發現了自西漢

以來的許多木簡、絲帛文書、印章和絲織品。當時西方國家的毛織品、葡萄、瓜

果等也沿著這條絲綢之路萬里長途輸入到長安和東南郡縣。在文化藝術上通過這

條大道也得到了交流。大道上長城、亭障、列城、烽燧，正保護著這一條漫長的

國際幹道的安全。 
 

                                                 
75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110，頁 1195。 
76 參見甌燕：《長城史話》（臺北：國家出版社，2004年），頁 108-109。 
77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123，頁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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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武帝在陰山以北蒙古草原上建有東西橫亙的兩條平行長城。它們貫穿於內

蒙古潮格旗、烏拉特中旗、烏拉特後旗、達茂縣，約折向東南入武川縣西部，與

陰山北麓的秦長城相接，西端自潮格旗往西北延伸入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北長

城似蜿蜒至阿爾泰山中，南長城可能至居延塞。 
 
    蒙古草原上的長城在史書上稱為「外城」，它是與陰山上的舊長城相對而言。
這道長城應即《史記．匈奴列傳》所說：漢武帝太初三（西元前 102 年）年「漢

使光祿徐自為出五原塞數百里，遠者千餘里，築城障列亭至廬朐」78。廬朐可能

指朝魯庫倫西北，即今阿爾泰山南麓某地，已深入匈奴腹地了。《漢書．匈奴列

傳》載侯應的話，對蒙古草原上的長城和漢、匈奴形勢有言簡意賅的描述： 
 

臣聞北邊塞至遼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里，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

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來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

斥奪其地，攘之幕（漠）北，建塞徼，起亭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

然後邊境得以少安。幕（漠）北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來寇，少所

蔽隱，從塞以南，徑深山谷，往來差難。邊長老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

未嘗不哭也。79 

 
西漢長城西起新疆，東抵遼東。穿過浩瀚的戈壁沙漠，橫亙於無垠的草原，翻越

崇山峻嶺，或塞牆、塹壕，或列燧，因地制宜，延綿一萬餘公里。西漢在沿線大

力開展軍屯，並徙民實邊屯田，築起一道堅固的防禦線，抵禦匈奴入侵、開發邊

境。抗擊匈奴、修築長城固然是漢武帝的英明決策，但廣大勞苦大眾也為此貢獻

重大，付出巨大犧牲。《漢書．賈捐之傳》中說：「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旅數

發，父戰死於前，子鬥傷於後，女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老母寡婦飲泣巷哭，

遙設虛祭，想魂乎於萬里之外。」80由此可知，長城是由人民的血和淚築起的。 
 

    除了長城是漢匈二國交戰的血線之外，長城也有二國和平相處的時候，那時

長城也是人民經濟、文化交流的地帶。《後漢書》記載當年漢高祖自將兵三十二

萬擊韓王信，先至平城，冒頓縱兵三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不得相

救餉，故歌曰：「平城之事甚大苦，七日不得食，不能彎弓弩」81，後陳平獻計派

人游說閼氏，才得以解圍。高祖自平城之圍歸，憂匈奴冒頓兵強，數苦北邊，問

計於劉敬。劉敬認為天下初定，不能以武力服匈奴，建議以嫡公主下嫁匈奴，另

闢了一條和親求安寧之路。匈奴和漢王朝除武力相見外，另以和親方式換取和平

友好，高祖和匈奴和親之後定下「長城以北，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之內，

                                                 
78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110，頁 1199。 
79 班固撰，顏師古注，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臺北：藝文印書館，1996年），卷 94，頁 1614-1615。 
80 班固撰，顏師古注，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臺北：藝文印書館，1996年），卷 64，頁 1291。 
81 〈南匈奴列傳〉79見范曄著，楊家駱主編：《新校本後漢書》第四冊（臺北：鼎文書局，1981

年），卷 89，頁 2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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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帶之室，朕亦制之」82，「匈奴無入塞，漢無出塞，犯令約者殺之」83。以秦漢

舊長城為界，互不侵犯。和親政策爭得了漢初與民休息的時機，昭君出塞即是在

這種歷史背景下發生的。昭君出塞之事見於《後漢書．南匈奴傳》： 

 

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良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來朝，

帝勑以宮女五人賜之。昭君入宮數歲，不得見御，積悲怨，乃請掖庭令求

行。呼韓邪臨辭大會，帝召五女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

裴回，竦動左右。帝見大驚，意欲留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

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立，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勑令從胡俗，

遂復為後單于閼氏焉。84 

 

又《漢書．匈奴傳》也記載曰： 

 

竟寧元年，單于復入朝，禮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龍。單于自

言願婿漢世以自親。元帝以後宮良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85 

 

文中將昭君以平民女子身分出嫁匈奴和親出塞的始末交代的很清楚。王昭君以一

介女子柔弱之軀和親，忍受異邦異地鄉思之苦，犠牲小我，完成大我，較之通過

戰爭犠牲千萬名士兵的生命去征服對方，對維護兩國人民的利益而言，是一條和

平的可行之路，成就長城內外的和平壯舉。 

 

 

第三節  南北朝到唐代的長城歷史 

 

一、北魏長城 

 
在南北朝時期，北魏、北齊、北周都築有長城，隋唐也築有長城。北魏初都

平城屢受游牧民族柔然的攻擾。西元 424到 430 年，北魏武帝連續出擊柔然，全

勝而還，遂於平城以北，險山以南，自西向東分列六鎮，阻斷柔然，拱衛京都。 
《魏書．太宗紀》： 

                                                 
82 《史記．匈奴列傳》，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110，頁

1193。 
83 《史記．匈奴列傳》，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1993年），卷 110，頁

1194。 
84 范曄著，楊家駱主編：《新校本後漢書》第四冊（臺北：鼎文書局，1981年），卷 89，頁 2941。 
85 班固著，顏師古注，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臺北：藝文印書館，1996年），卷 94，頁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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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常八年正月⋯⋯蠕蠕犯塞。二月戊辰，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

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里，備置戍衛。86 

 

《魏書．天象志》也稱：「泰常八年春，築長城，距五原二千餘里，置守卒，以

備蠕蠕。」87，據此記載可知北魏長城是為了防禦蠕蠕而建，蠕蠕即柔然，為東

胡之後裔，隨水草牧畜，屬於游牧民族。蠕蠕是北魏的主要邊患，不得已築長城

以防之。拓拔魏建築長城，其歷史意義值得注意。首先長城興築主要為防匈奴，

今匈奴別種拓拔氏侵入中原，習染漢化後，竟又用以防其同族。可知漢人在武力

上雖敗於戎狄，文化上則已征服戎狄，長城原始的軍事政治防禦意義，從此更擴

大而為吸引戎狄想望漢文化的巨大文化展覽88。《資治通鑑．齊紀》胡三省注最

為明確： 

 
魏世祖破蠕蠕，列置降人於漢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里，

分為六鎮，今武川、撫冥、懷朔、懷荒、柔雲、御夷也。89 
 
六鎮均在陰山以北，東西橫列一線，的確是魏防蠕蠕的軍事防禦工程。 
 

二、東魏、北齊長城 

 
西元 534 年，鮮卑族宇文泰在關西擁立孝武帝，高歡在鄴擁立孝靜帝，魏分

東、西二部。史稱東魏、西魏。高歡、高洋父子在東魏、北齊時也曾築有長城。

《魏書》載武定元年（543 年）八月，「齊獻武王召夫五萬於肆州北山築城，西

自馬陵戍、東至土隥，四十日罷」90。齊獻武王即高歡。馬陵戍是屯兵之處，北

朝時期多將屯兵之處稱作戍。土隥又稱土寨。從馬陵戍到土寨的長城，橫越汾河

上游和雲中山，走向是從西南到東北，所要防禦的敵人是西魏。因為東魏和西魏

不斷發生戰爭，據《北史．魏本紀五》記載，西魏大統二年（536 年），東魏攻

臨夏州。大統三年（537 年），西魏宇文泰大破東魏軍於沙苑。大統四年（538
年），東魏攻臨西魏的南汾、潁、豫、廣四州。此種互有勝負的戰爭，迫使東魏

採取修築長城以自衛。 
 
西元 550 年，高洋篡東魏帝位，建立北齊，建元天保，史稱文宣帝，據有現

                                                 
86 魏收著，楊家駱主編：《新校本魏書》（臺北：鼎文書局，1975年），卷 3，頁 63。 
87 魏收著，楊家駱主編：《新校本魏書》（臺北：鼎文書局，1975年），卷 105 之 3，頁 2400。 
88 吳相湘：《長城》（台北：正中書局，1957年），頁 54。 
89 司馬光著，胡三省注，楊家駱主編：《新校資治通鑑注》第 7冊（臺北：世界書局，1974年），

卷 136，頁 4262。收於楊家駱主編之《中國學術名著》第五輯《通鑑彙編》。 
90 魏收著，楊家駱主編：《新校本魏書》（臺北：鼎文書局，1975年），卷 12，頁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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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河北、河南、山西、山東等地。北齊初，文宣帝在連年出兵攻擊柔然的同時，

也築長城防禦。556 年，居於柔然西的突厥滅了柔然，代替柔然成為北齊的邊患。

高洋在位期間曾多次修長城。《北史．齊本紀》載，天保三年（552 年）十月，

高洋「次黃櫨嶺，仍起長城，北至社於戍，四百餘里，立三十六戍。」91。天保

六年（555 年），「詔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北夏口，西至恒州，九百

餘里」92，幽州北夏口即今北京居庸關南口，恒州即大同，所築長城是東起於北

京昌平區的南口鎮，西達西北部的大同市。又《北史．齊本紀》天保七年（556
年）稱：「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里。六

十里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93，《北齊書．斛律金傳》載，其子斛

律光於河清二年（563 年）四月，「率步騎二萬築勳掌城於軹關西，仍築長城二

百里，置十三戍。」94，其另一個兒子斛律羡於天統元年（566 年）築城，「羡以

北虜屢犯邊，須備不虞，自庫堆戍東拒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其間二百里中凡

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立戍邏五十餘所。」95以上史書記載可

以看出，高洋及其後繼者曾不斷修築長城。此外，宇文氏建立的北周也築有長城。

北周修長城是為了防禦突厥的侵擾。 
 

三、隋唐長城 

 
隋繼北周以後，仍受到北方突厥等游牧民族的侵擾，故隋文帝到隋煬帝，長

城修築一直未間斷。隋文帝即位之初即面臨北方突厥巨大的威脅。《隋書．長孫

晟傳》稱： 
 

高祖新立，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北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

并州，屯兵數萬人，以為之備。
96
 

可見隋文帝對突厥的戒備。隋文帝修築長城一事，多是在前朝長城基礎上做些修

繕。史載隋文帝時期修築長城共四次。第一次，《隋書．高祖紀》：「開皇元年（5
81 年）四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二旬而罷」97。《隋書‧韋世衝傳》亦載：「發南

汾州胡千餘人北築長城」，南汾州即今山西省吉縣，北築長城，應在山西北部。

第二次，據《資治通鑑》載：開皇五年（西元 585 年）「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

三萬，於朔方、靈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綿歷七百里，以遏胡寇」98。

                                                 
91 唐李延壽：《北史》（北京：中華書局，1974年），卷 7，頁 249。 
92 唐李延壽：《北史》（北京：中華書局，1974年），卷 7，頁 252-253。 
93 唐李延壽：《北史》（北京：中華書局，1974年），卷 7，頁 253-254。 
94 唐李百藥：《北齊書》（臺北：鼎文書局，1975年），卷 17，頁 223。 
95 唐李百藥：《北齊書》（臺北：鼎文書局，1975年），卷 17，頁 227。 
96 唐魏徵：《隋書》（臺北：鼎文書局，1975年），卷 51，頁 1330。 
97 唐魏徵：《隋書》（臺北：鼎文書局，1975年），卷 1，頁 15。 
98 司馬光著，胡三省注，楊家駱主編：《新校資治通鑑注》第 9冊（臺北：世界書局，1974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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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起今寧夏靈武縣黃河東岸，經陝西靖邊、橫山諸縣抵綏德。《資治通鑑》載：「東

距河，西至綏州」，當為「西至河，東至綏州」之誤。第三次，據《隋書‧高祖

紀》載：開皇六年（西元 586 年）二月丁亥，「發丁男十一萬修築長城，二旬而

罷」99。《資治通鑑》亦載：陳至德四年（即隋開皇六年）二月「丁亥，隋復令

崔仲方發丁十五萬，于朔方以東，緣過險要，築數十城」。第四次，據《隋書‧

高祖紀》載：開皇七年（西元 587 年）二月，「發丁男十萬餘修築長城，二旬而

罷」100。 

隋文帝仁壽四年（西元 604 年）文帝被太子楊廣殺死，楊廣即帝位，是為隋

煬帝。隋煬帝即位以後，突厥邊患仍嚴重。《隋書‧楊子崇傳》載：「煬帝即位⋯⋯

突厥屢寇邊塞，胡賊劉六兒復擁眾劫掠郡境，子崇上表請兵鎮遏。帝復大怒，下

書令子崇巡行長城。子崇出百餘里，四面路絶，不得進而歸」101，當時突厥勢力

猖狂，以致楊子崇不能順利巡視長城，出現四面路絶的形勢。隋煬帝兩次較大規

模的修築長城。第一次，據《隋書‧煬帝紀》載，大業三年（西元 607 年）七月，

「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林，東至紫河（即今渾河）。一旬而罷」。第二次，

據《隋書‧煬帝紀》載：大業四年（西元 608 年）「三月乙丑，車駕幸五原，因

出塞巡長城」。又云：「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102。隋

代對長城的修築雖然次數很多，有時征調勞力也很大，但所修築是就原有內部長

城加以修繕，多沒有增築新修。 

唐代承接隋代所修築長城，長城完繕之後，又因唐代開國之初，國勢強盛，

採取攻勢，滅了東、西突厥，周邊的民族並未造成威脅，且唐朝兵威遠達於西域，

東邊亦用兵高麗，壽鵬飛《歷代長城考》提到唐代長城的情形：「兵威遠及西域，

東亦用兵高麗，北破突厥，斥境至於大漠，且設都護府於燕然，無事退守近塞」
103、「惟張仁愿曾築三受降城於朔方（均在河套以北），迄於唐季，沙陀蕃將，逐

鹿中原，無意守邊，更不以長城為重，其間僅高麗有所興築」104，可見唐代因國

勢強盛、疆域遼闊，四夷多臣服於唐，所以不重視修築長城，但為一時之需曾修

築防禦設施和嚴密的邊境烽燧制度，中宗神龍三年（707年），張仁愿在今蒙古

自治區南部築三個受降城，置烽堠一千八百所，突厥不敢逾山牧馬。西受降城在

豐州西北八十里（今臨河東北），中受降城在秦九原郡地（今包頭西南），東受降

城在榆林縣東北八里（今托克托西），唐代的這條防線與漢朝的外城警戒線大體

                                                                                                                                            
卷 176，頁 5485。 

99 唐魏徵：《隋書》（臺北：鼎文書局，1975年），卷 1，頁 23。 
100 唐魏徵：《隋書》（臺北：鼎文書局，1975年），卷 1，頁 25。 
101 唐魏徵：《隋書》（臺北：鼎文書局，1975年），卷 43，頁 1215。 
102 參見唐魏徵：《隋書》（臺北：鼎文書局，1975年），卷 3，頁 70-71。 
103 壽鵬飛：《歷代長城考》收於王國良、壽鵬飛編著：《長城研究資料兩種》（香港：龍門書店，

1978年），頁 15。 
104 壽鵬飛：《歷代長城考》收於王國良、壽鵬飛編著：《長城研究資料兩種》（香港：龍門書店，

1978年），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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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它只是監視草原而不妨礙部落民族往來。唐朝以據點群代替長城，唐代的

軍鎮分布，沿邊疆劃分為幾個防區。李守中《長城》說：「河西走廊為河西防區，

駐軍七萬三千，司令部設在武威；河套為朔方防區，駐軍六萬四千七百，司令部

設靈武；并州北為河東防區，駐軍五萬五千，司令部設太原；幽州北為范陽防區，

駐軍九萬一千四百，司令部設幽州；幽州以東為平盧防區，駐軍三萬七千五百，

司令部在柳城。」105，每個防區設節度使，即司令官一名。 

唐王朝國力強盛，疆域遼闊，無需恃長城作屏障，僅為防止奚、契丹等部落

的滋擾對個別地段修繕。唐朝廷沒有大興長城之役，但唐的邊疆國高麗曾修過長

城。高麗（西元前 37年－西元 668年）原稱高句麗，擁有今鴨綠江中上游和渾

江流域。西漢末年建立政權，但仍屬玄菟郡。晉至南北朝時最強盛，後改稱高麗。

隋煬帝曾三次侵略高麗，唐太宗破東突厥後，有侵略高麗之意，高麗王高建武「春

二月，王動眾築長城，東北自扶餘城，東南至海千有餘里，凡十六年畢功」106，

扶餘城即今吉林省四平市，長城遺跡已殘敗湮沒。 

    唐代不重視長城的修築，對邊疆民族採取進攻的方式，版圖已擴及長城之

外，初唐崔湜〈大漠行〉：「但使將軍能百戰，不須天子築長城」107正是唐太宗的

思想，《資治通鑑》記載：「辛卯上校獵伊闕，壬辰幸嵩陽，辛丑還宮，并州大都

督長史李世勣在州十六年，令行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勞百姓，築長

城以備胡，卒無所益。朕惟置李世勣於晉陽邊塵不驚，其為長城，豈不壯哉！』」
108，由於唐太宗李世民重人輕物，以良將比長城，認為一位好的將軍比長城更重

要，正說明唐不修築長城的想法。雖唐朝不重視修築長城，但唐代重視邊功，有

以節度使入幕的制度，唐代詩人多懷抱建功立業的理想，親自登臨長城邊塞，參

與戰事，保衞國土，且基於對漢朝盛世模擬的心理，詩作中多寫及漢朝的時間背

景，就同王文進《南朝邊塞詩新論》中提到，南朝邊塞詩中常見漢代的邊防名將

和地名，唐詩也受其影響。109 

 
 

                                                 
105 李守中：《長城》（臺北：遠流出版社，2001年），頁 271。 
106 〈高句麗本紀第八建武王〉見金富軾撰，金鍾權譯：《三國史記》（漢城：先進文化社，民國

52年），卷 20，頁 347。 
107 清曹寅主編：《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年），卷 54，頁 163。 
108 司馬光著，胡三省注，楊家駱主編：《新校資治通鑑注》第 10 冊（臺北：世界書局，1974年），

卷 196，頁 6170。 
109 王文進：《南朝邊塞詩新論》（臺北：里仁書局，2000 年），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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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南北朝到唐前的長城詩歌 

蒐羅南北朝到唐前的長城詩歌，發現詩人彼此沿用樂府古題來模仿創作，且

內容多以長城瀚海的大漠風雲為想像空間，曹魏侯王與文士唱和之風，到南朝更

為盛行，而依當時的習慣，貴遊文士的唱和時常模仿樂府古題，而樂府古題中原

本就有許多關於邊塞的主題，例如鼓吹曲辭、橫吹曲辭、相和歌辭等。王文進於

《南朝邊塞詩新論》中提出南朝文人基於對北都神州的依戀和攀附大漢雄風的渴

望，把長江、准河當成長城，而長城意象的思維轉移使南朝詩人創作出對北方大

漠的想像，就南北朝詩人的邊塞詩作中找尋長城詩的多元內容，包括長城是戰場

生死線，不管是將軍高昂抗敵，或閨婦思夫、戰士鄉愁皆有關涉。南北朝到唐前

的長城詩，筆者分為「喜以樂府古題相唱和」和「題材內容多元」二方面來論述。 

一、喜以樂府古題相唱和 

南朝詩人喜以樂府古題相唱和，提到長城詩，令人想到〈飲馬長城窟行〉、〈出

塞〉、〈關山月〉等樂府古題。以〈飲馬長城窟行〉為例，創作者包括陳琳、陸機、

沈約、尚法師、王褒、陳後主、張正見等。 

首先是陳琳〈飲馬長城窟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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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陳琳字孔璋，廣陵人，為建安七子之一，依袁紹，後歸附曹操，屢次從操出征，

留下〈飲馬長城窟行〉一首，是反戰作品。陳琳用客觀的筆觸寫出人民受戰爭波

及的另一種勞役之苦。 
 
「長城何連連，連連三千里。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形容長城之長，

連綿不斷，竣工遙遙無期，因此長城附近集中了許多身強體壯的年輕男子，內地

則是守活寡的婦人。「作書與內舍，便嫁莫留住。善侍新姑嫜，時時念我故夫子。」

是男子寄信回家的內容，勸妻子改嫁，好好侍奉新的公婆，同時不要忘記原來的

丈夫。「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則是妻子回信責備丈夫出語淺陋，拒

絕改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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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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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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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寫築城男子再次寫信給妻子，進一步申明要她改嫁

的理由，因為自己正在蒙受禍難，怎能連累妻子呢？假如妳生下男孩，千萬不要

養育他，假如生下女孩倒是可以用肉乾餵養。您難道沒看見在那長城下，為築城

而死亡的骨骸互相支柱，堆積枕藉之貌嗎？晉楊泉《物理論》：「民歌曰：『生男

慎勿舉，生女哺用脯。不見長城下，屍骸相支拄』」此處化用民歌。而且影響了

杜甫〈兵車行〉：「信知生男惡，反是生女好。生女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結髮行事君，慊慊心意間。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寫修築長城的勞

役連年不斷，人民遭遇妻離子散的痛苦。陳琳的〈飲馬長城窟行〉所敘，以夫妻

之間的生離死別為主調，是中國民間故事中常見的題材。全篇採用生動的對話形

式，具有鮮明的民歌色彩。詩的頭兩句「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就非常形象

化，一開始即造成全詩沉重的氣氛。「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兩句話概括了

動亂年代裡繁重的徭役所造成的社會慘象。「便嫁莫留住」，正表現出征人久役不

歸的痛苦，他不願自己的妻子長作「寡婦」，要她「便嫁」了。而妻子對他是一

往情深，所以驚愕又悲傷的責他「君今出語一何鄙」。而「死人骸骨相撐住」，則

深刻地揭露了戰亂的悲慘，直指長城造成的民間疾苦。 

 
陸機〈飲馬長城窟行〉：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不前。往問陰山候，勁虜在燕然。戎車無停軌，旌旆

屢徂遷。仰憑積雪岩，俯涉堅冰川。冬來秋未反，去家邈以綿。險狁亮未

夷，征人豈徒旋。末德爭先鳴，兇器無兩全。師克薄賞行，軍沒微軀捐。

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旃。振旅勞歸去，受爵藁街傳。111 

 
全詩雖是描寫遠征匈奴，久役不得還，詩中雖出現陰山、燕然等地名，但如同王

文進所說，多是對漢朝的想像而不是親身的感受。研析〈飲馬長城窟行〉古辭屬

〈相和歌辭．瑟調曲〉。就現存文獻，除古辭外，陸機之前寫此詞的有曹丕、陳

琳及傅玄等。曹丕的作品主要是渲染討伐荊州時出征軍旅的浩大氣勢，而古辭、

陳琳及傅玄的作品都是從家庭夫妻角度，意在揭露戰爭給百姓帶來災難以及生離

死別的創痛。陸機此辭有別於前人，他既不是如曹丕對戰爭的宣揚，也不是如古

辭等著重揭示戰爭的災難，而是著重從北征行軍的艱難、長期不歸，對家人的思

念以及明知戰爭兇險，仍抱著克敵立功、凱旋而歸的信念等方面，寫出從軍將士

的複雜心理，真實地展現了將士的戰爭體驗。而沈約延續樂府古題也創作〈飲馬

長城窟行〉，詩云： 
 

介馬渡龍堆，塗縈馬屢回。前訪昌海驛，雜種寇輪台。旌幕卷煙雨，徒禦

犯冰埃。112 

                                                 
111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 1983年），頁 659。 
112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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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中以前方戰馬忍受異地寒冰風冷之苦，仍勇於奔赴沙場，來表示戰士堅忍征戰

之累，希望完成和平使命。北周尚法師〈飲馬長城窟行〉也是以征馬來狀寫人： 
 

長城征馬度，橫行且勞群。入冰穿凍水，飲浪聚流文。 

澄鞍如漬月，照影若流雲。別有長鬆氣，自解逐將軍。113 
 
詩中說明征馬不怕冰冷的塞上之寒，期許自己能為主效勞？王褒〈飲馬長城窟〉： 
 

北走長安道，征騎每經過。戰垣臨八陣，旌門對兩和。屯兵戍隴北，飲馬

傍城阿。雪深無複道，冰合不生波。塵飛連陣聚，沙平騎跡多。昏昏隴坻

月，耿耿霧中河。羽林猶角牴，將軍尚雅歌。臨戎常拔劍，蒙險屢提戈。

秋風鳴馬首，薄暮欲如何。114 

 

詩中所述征馬和戰士屯兵戍塞上，飲馬長城，冬雪冰冷，戰場風塵迷霧，沙平昏

暗，戰況緊急，秋風鳴馬首，無懼陣前肅殺，仍欲奮勇向前。詩中描寫的軍中生

活很真切，氣候惡劣的隴北，儘管冰天雪地或沙漠塵飛，但軍隊有高昂的士氣，

即使在昏暗的月光下，士兵們還摔跤遊戲，將軍詠唱雅詩。戰場上他們又多次拔

劍提戈，奮勇作戰，將士們也具有警惕心，一見風起，就懷疑敵人在傍晚有可能

趁機襲擊。詩中描寫細緻，刻劃邊塞生活。再看陳後主〈飲馬長城窟行〉： 
 

征馬入他鄉，山花此夜光。離群嘶向影，因風屢動香。 

月色含城暗，秋聲雜塞長。何以酬天子，馬革報疆場。115 

 

詩中描寫征人報國之壯志，如同王文進所言南朝詩人多寫對漢朝歷史想像邊塞

詩，此首詩作以馬寫人，暗含秋天異鄉征人，為報國而遠赴沙場，在月色照塞下

表達自己思欲報君的雄心。再看張正見〈飲馬長城窟行〉： 
 

秋草朔風驚，飲馬出長城。群驚還怯飲，地險更宜行。 

傷冰斂凍足，畏冷急寒聲。無因度吳阪，方複入羌城。116 
 

詩中描寫秋天蕭條的情景下，飲馬出長城，長城是戰線，亦是軍人和戰馬準備補

給出戰的休息地，又是秋天蕭颯的季節，征人飲馬出長城，塞外緊張的情景自然

不言而明，就算天冷傷凍足，仍不畏外在的惡寒前進。以上沈約、尚法師、王褒、

陳後主、張正見等人的〈飲馬長城窟行〉多著重於狀馬寫人，寫戰馬同征人在長

                                                 
113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435。 
114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331。 
115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508。 
116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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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戰場上不畏苦辛，不管長城多麼地苦寒冰冷，仍昂首向前。 
 
    王文進於《南朝邊塞詩新論》說：「正因為邊塞樂府是一種刻意的仿作，所

以和南朝君臣的遊宴之風並不相違逆。換句話說，邊塞樂府是一種交織著建安風

骨和遊宴唱和兩種性格的混聲合唱」117，所以，沈炯〈賦得邊馬有歸心詩〉說： 
 

窮秋邊馬肥，向塞甚思歸。連鑣渡蒲海，束舌下金微。已卻魚麗陣，將摧

鶴翼圍。彌憶長楸道，金鞭背落暉。118 

 
由詩題「賦得」二字可知，南北朝時期有許多此類除了奉和之作外的宮廷唱和之

作，可見當時貴遊唱和之風。所謂貴遊文學就如同王夢鷗在〈貴遊文學與六朝文

體的演變〉一文中所說：貴遊文學係指宮廷文士與侯門清客的文學119，此詩開拓

推展出邊塞具體的空間實感，雖是代邊馬道出思歸心聲，正是戍邊者的寫照。江

總〈驄馬驅〉更直接以馬為題來發揮： 

 
長城兵氣寒，飲馬詎為難。暫解青絲轡，行歇鏤衢鞍。白登圍轉急，黃河

凍不乾。萬里朝飛電，論功易走丸。120 

 
詩中提到長城是戰場刀光劍影交戰的第一線，暫行休息，想到漢高祖白登之圍轉

急，趕忙前去營救，是以馬狀人的詩作。 
 
    南北朝文人長城詩作就似王文進所論南朝邊塞詩在本質上是一種貴遊性質

的唱和之作。王文進直指南朝邊塞詩使用漢魏樂府古題的模式，事實上就是一種

廣義的唱和121，並舉〈從軍行〉、〈關山月〉為例，認為南朝邊塞詩是一刻意的

仿作，可視之為文學傳統中歷時性的唱和之作。且看虞世基〈入關〉： 

隴雲低不散，黃河咽復流。關山多道里，相接幾重愁。122 

這是一首即景成詠的小詩，詩人用簡括的筆觸抒寫自己入關時的所見所感。詩的

前二句，從隴雲、黃河落筆，隴雲即隴山之雲，隴山在陝西、甘肅邊境，這一古

老的關塞踞隴山而臨黃河，扼陝、甘二省咽喉，進可窺塞外，退可守川陝，歷來

兵家必爭。詩人行經此處，眼前壯美之景並未引起他的豪情，反倒勾起愁緒。隴

雲低垂，長久不散，形容心緒愁悶，難以排遣；滔滔黃河，水聲嗚咽，彷彿載著

綿綿愁思，長流不盡。三四句宕開筆墨，詩人遠眺，然而目盡關山，唯見關山連

                                                 
117 王文進：《南朝邊塞詩新論》（臺北：里仁書局，2000年），頁 41。 
118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448。 
119 王夢鷗：《古典文學論探索》（臺北：正中書局，1984年），頁 117-136。 
120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570。 
121 王文進：《南朝邊塞詩新論》（臺北：里仁書局，2000年），頁 41、45。 
122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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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重疊。自古以來，邊境不寧，戰氛難靖，多少戰士離鄉背井，萬里戍邊，轉戰

絶域，或老死關塞，或暴骨沙場，所謂「秦時明月漢時關，萬里長征人未還。」

詩人親入關塞，目睹邊塞的險要和荒涼，自然感慨萬千，又詩人離鄉日遠，不免

回首望故鄉，故鄉何在？但見關山綿延重疊，自然引起思鄉之愁。通篇凸出一個

愁字，語短情長，意境蒼茫。 

    南朝詩人相互以樂府古題創作，彼此唱和，以〈隴頭水〉為例，劉孝威、梁

元帝、張正見、陳後主、徐陵、江總先後以此樂府古題為題而創作，不論意境、

詞語或描摹方式都雷同。試比照下列各詩即可得知，其相互唱和的意向，模擬之

跡顯而易見。劉孝威〈隴頭水〉： 

 

從軍戍隴頭，隴水帶沙流。時觀胡騎飲，常為漢國羞。釁妻成兩劍，殺子

祀雙鉤。頓取樓蘭頸，就解郅支裘。勿令如李廣，功遂不封侯。123 

 

梁元帝〈隴頭水〉： 

 

銜悲別隴頭，關路漫悠悠。故鄉迷遠近，征人分去留。沙飛曉成幕，海氣

旦如樓。欲識秦川處，隴水向東流。124 

 

車喿攵〈隴頭水〉：  

 

隴頭征人別，隴水流聲咽。只為識君恩，甘心從苦節。雪凍弓弦斷，風鼓

旗竿折。獨有孤雄劍，龍泉字不滅。125 

 

張正見〈隴頭水〉： 

 

隴頭鳴四注，征人逐貳師。羌笛含流咽，胡笳雜水悲。湍高飛轉駃，澗淺

蕩還遲。前旌去不見，上路杳無期。 

隴頭流水急，流急行難渡。遠入隗囂營，傍侵酒泉路。心交賜寶刀，小婦

成紈褲。欲知別家久，戎衣今已故。126 

 

陳後主〈隴頭〉： 

 

隴頭征戍客，寒多不識春。驚風起嘶馬，苦霧雜飛塵。投錢積石水，斂轡

                                                 
123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1866。 
124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032。 
125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115。 
126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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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河津。四面夕冰合，萬里望佳人。127 

 

陳後主〈隴頭水〉二首： 

 

塞外飛蓬征，隴頭流水鳴。漠處揚沙暗，波中燥葉輕。地風冰易厚，寒深

溜轉清。登山一回顧，幽咽動邊情。 

 

高隴多悲風，寒聲起夜叢。禽飛暗識路，鳥轉逐征蓬。落葉時驚沫，移沙

屢擁空。回頭不見望，流水玉門東。128 

 

徐陵〈隴頭水〉： 

 

別塗聳千仞，離川懸百丈。攢荊夏不通，積雪冬難上。枝交隴底暗，石礙

坡前響。回首咸陽中，唯言夢時往。129 

 

再看江總所寫的〈隴頭水〉： 
 

隴頭萬里外，天崖四面絕。人將蓬共轉，水與啼俱咽。驚湍自湧沸，古樹

多摧折。傳聞博望侯，苦辛提漢節。130 

 
霧暗山中日，風驚隴上秋。徒傷幽咽響，不見東西流。無期從此別，更度

幾年幽。遙聞玉關道，望入杳悠悠。 

 

以上多首〈隴頭水〉作品，雖有「頓取樓蘭頸，就解郅支裘」的雄心，「獨有孤

雄劍，龍泉字不滅」的豪氣，但願能建功立業「勿令如李廣，功遂不封侯」，卻

不敵長城邊上的荒涼、久戍的無助。隴西洮水一帶戰事連綿不絕，詩人呈顯的場

景空間如此廣闊，但自身卻如此孤單，何日才能成功還鄉，思鄉之愁如隴頭水向

東流，令人心傷。不管「隴頭流水鳴」、「水與啼俱咽」、「流水玉門東」、「隴水帶

沙流」、「徒傷幽咽響」、「羌笛含流咽」，其中相互模擬應和的痕跡明顯，「南朝

詩人不需親自到沙場揮汗廝殺，詩人只要掌握文學傳統，應用其心靈想像，一樣

可以『身在江南，心懷邊塞』」131。故此長城詩歌雖不是詩人親自到過長城的實

寫長城，仍是詩人描寫想像中的虛寫長城。 

 

                                                 
127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505。 
128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505。 
129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524。 
130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568。 
131 王文進：《南朝邊塞詩新論》（臺北：里仁書局，2000年），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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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題材內容多元 
 
南北朝長城詩人除喜以樂府古題相唱和之外，詩作的題材內容也多元。內容

包括征人的豪情壯志和狀馬寫人之外，長城詩的內容也多寫征夫和思婦的相思、

歌詠昭君出塞、英勇的戰士、戍卒之苦、鄉關之思。 
 
    有征夫當然就有遠在家鄉思念其夫的思婦，征夫思婦相思之苦，二者互見，

江淹〈別賦〉： 
 

或乃邊郡未和，負羽從軍。遼水無極，雁山參雲。閨中風暖，陌上草薰⋯⋯
132 

 
由於邊塞未靖，征戰之士負羽從軍遠到長城邊上，但閨中之婦呢？因戰事而別

離，李商隱說「人世死前惟有別」，生離是斷腸的哀苦，江淹也說「黯然銷魂者，

惟別而已矣」，離別的征夫和閨婦都承受離情別緒。「人有悲歡離合，月有陰晴圓

缺」，人際的聚散離別之苦引起詩人們的吟詠，自古詩人多為閨婦代言，表達離

別相思之情。梁蕭綱〈秋閨夜思〉： 
 

非關長信別，詎是良人征。九重忽不見，萬恨滿心生。夕門掩魚鑰，宵床

悲畫屏。迴月臨窗度，吟蟲繞砌鳴。初霜隕細葉，秋風驅亂螢。故妝猶累

日，新衣襞未成，欲知妾不寐，城外擣衣聲。133 

 
詩中因良人出征，女子在秋夜裡難掩相思之苦，臨窗望月，閨婦累日夜思不寐，

城外擣衣聲不絶似訴說著對良人的關懷。詩人運用第一人稱的手法，透過妾的細

微動作與獨白，刻畫獨守空閨寂寥、無奈怨懟的幽微情緒。如「夕門掩魚鑰，宵

床悲畫屏。迴月臨窗度，吟蟲繞砌鳴。初霜隕細葉，秋風驅亂螢。故妝猶累日，

新衣襞未成」之句，用寫景之句，將女子孤獨的身影和滿腹的哀愁淋漓地表達而

出。又蕭繹〈寒閨〉： 
 

烏鵲夜南飛，良人行未歸。池水浮明月，寒風送擣衣。願織迴文錦，因君

寄武威。134 

 
詩中女子見烏鵲南來，可是良人還是未回來，見月思人，寒風裡仍送擣衣，滿腹

情意欲表露給良人，想借由織迴文錦，寄給良人表達永結同心的思君情意。 鍾
嶸〈詩品序〉說： 

                                                 
132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年），頁 3142。 
133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1940。 
134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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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篷，或負戈外戍，殺氣

雄邊。塞客衣單，孀閨淚盡。⋯⋯凡斯種種，感蕩心靈。非陳詩何以展其

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135 

 
「詩緣情」詩人感於情不得不發，「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篷，或負戈外戍，殺

氣雄邊。塞客衣單，孀閨淚盡。」，良人從軍遠征，妾身擣衣欲送，不管征人或

閨婦皆因離情別恨而心傷，江淹、鍾嶸二位詩學大家皆已注意到征夫和閨婦的千

里之相依，把邊塞之君和閨中之婦相並舉，呈顯兩者之間的關係。南朝長城書寫

的詩作常是以邊塞長城征戰或築城的場景和閨怨思淚合流的方式呈現。王文進即

認為「南朝閨怨詩事實上正是替邊塞詩鋪上基層的底色，構築一個時空交錯的嶄

新經驗。」136 
 
    以擣衣為題材來貫串閨中女子與邊塞中的征客，且看梁武帝〈擣衣〉： 
 

駕言易水北，送別河之陽。沈思慘行鑣，結夢在空床。既寤丹綠謬，始知

紈素傷。中州木葉下，邊城應早霜。陰蟲日慘烈，庭草復芸黃。金風徂清

夜，明月懸洞房。裊裊同宮女，助我理衣裳。參差夕杵引，哀怨秋砧揚。

輕羅飛玉腕，弱翠低紅妝。朱顏日已興，眄睇色增光。搗以一匪石，文成

雙鴛鴦。製握斷金刀，薰用如蘭芳。佳期久不歸，持此寄寒鄉。妾身誰為

容，思君苦入腸。137 

 
詩中透過擣衣的動作帶出塞上之思，心繫遠征的人也只能送衣代表自己的情意和

思念。良人從軍遠征造成閨婦無限情愁，以江總〈閨怨篇〉為代表： 
 

寂寂青樓大樓邊，紛紛白雪綺窗前。池上鴛鴦不獨自，帳中蘇合還空然。

屏風有意障明月，火無情照獨眠。遼西水凍春應少，薊北鴻來路幾千。願

君關山及早度，念妾桃李片時妍。138 
 

詩中綺窗、鴛鴦、蘇合、屏風等閨閣温柔之物和遼西、薊北、關山邊塞長城場景

二者並置相融。再看蕭綱〈倡婦怨情詩十二韻〉以近似宮體詩呈顯的閨中佳人，

含淚坐度日，心繫的伊人正置身玉關的雪夜中，那裏寒霜苦寒，連飛狐塞的驛使

都久不見蹤影，蕩子無消息的情況下，為伊而塗抺的朱唇，只有在黑夜中寂寂暗

淡。詩人由女子的敍述角度出發，可憐的孤單形影，難忍的生離相思之苦，不言

自明。再看庾信〈夜聽擣衣詩〉： 

                                                 
135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年），頁 3276。 
136 王文進：《南朝邊塞詩新論》（臺北：里仁書局，2000 年），頁 121。 
137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1534。 
138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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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夜擣衣聲，飛度長門城。今夜長門月，應如晝日明。小鬟宜粟瑱，圓腰

運織成。秋砧調急節，亂杵變新聲。石燥砧逾響，桐虛杵絕鳴。鳴石出華

陰，虛桐采鳳林。北堂細腰杵，南市女郎砧。擊節無勞鼓，調聲不用琴。

並結連枝縷，雙穿長命針。倡樓驚別怨，征客動愁心。同心竹葉椀，雙去

雙來滿。裙裾不奈長，衫袖偏宜短。龍文鏤剪刀，鳳翼纏篸管。風流響和

韻，哀怨聲淒斷。新聲繞夜風，嬌轉滿空中。應聞長樂殿，判徹昭陽宮。

花鬟醉眼纈，龍子細文紅。濕折通夕露，吹衣一夜風。玉階風轉急，長城

雪應闇。新綬始欲縫，細錦行須纂。聲煩廣陵散，杵急漁陽摻。新月動金

波，秋雲氾濫過。誰憐征戍客，今夜在交河。栩陽離別賦，臨江愁思歌。

復令悲此曲，紅顏餘幾多。139 

 
詩人由秋夜擣衣聲起興，擣衣聲不絶就如思念征人閨婦哀怨不斷，想像閨婦正為

長年在外的他縫織衣服，思緒又飄到交河前線，日子就在離別愁思中度過，青春

紅顏已流逝。詩中良人遠征，女子形單影隻寂寞難眠，內心仍殷殷期盼，表達牽

掛良人、願君早歸的心情，閨中女子的情感聯繫到與邊塞征客相同的脈絡中。此

類詩中，詩人多以女子角度出發，多著重在閨閣之景與佳人情態的描繪，其後帶

出邊塞沙場的牽掛，且對邊塞之作多為臆測之語氣。 
 
    漢高祖以來，雖持續與匈奴有流血戰爭，但和親的外交政策卻未曾停止，文、

景和武帝時都有和親的例子，長城塞上的和親故事以昭君出塞最有名。昭君出塞

的故事一直為民間老百姓傳頌，昭君出塞換取胡漢二方的和平，詩人常為其出塞

的悲怨形象留下同情的詩篇。王昭君和蕃是西漢元帝時的事，《後漢書．南匈奴

傳》、《漢書．元帝紀》和《漢書．匈奴傳》都有簡要的記載，王昭君以平民女子

的身分出嫁匈奴，富有傳奇性，現代所見以昭君出塞為內容的詩歌最早應是西晉

石崇的〈明君辭〉，其序曰：「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故改之。匈

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良家子明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令琵琶馬上作樂，

以慰其道路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敍之於紙云

爾。」140，西晉石崇的〈明君辭〉：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流離，轅馬

為悲鳴；哀鬱傷五內，泣淚霑朱纓。行行日已遠，乃造匈奴城；延我於穹

廬，加我閼氏名。殊類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見凌辱，對之慚且驚。

殺身良未易，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棄之

以遐征；飛鴻不我顧，佇立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華不足

                                                 
139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373。 
140 宋郭茂倩：《樂府詩集》（臺北：里仁書局，1984年），頁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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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141 

 
此詩模仿漢府詩敍述的筆法，從昭君辭別的悲傷寫到在匈奴生活的不適與匈奴王

父子的凌辱及雖生猶死的絶望，格調哀怨淒惻，而昭君出塞的題材在南朝大量被

運用在詩歌中，作品大都是描寫昭君出塞眼前所見之景和內心悲苦的情緒，昭君

成為邊塞長城形象的女性代表人物。 
 
    庾信，字子山。庾信前期是梁朝宮庭詩人，他四十二歲到北朝後，生活、思

想起了較大變化，名作〈擬詠懷二十七首〉反復傾訴了自己屈身事敵的恥辱，痛

苦及思念故國的深情，沉鬱悲涼。庾信寫詠昭君詩，因自己離鄉背井的真實體會

而更深刻，其〈昭君辭應詔〉： 
 

斂眉光祿塞，還望夫人城。片片紅顏落，雙雙淚眼生。冰河牽馬渡，雪路 

抱鞍行。胡風入骨冷，夜月照心明。方調琴上曲，變入胡笳聲。142 

 
昭君出塞，悲傷難抑，由漢到胡，此去和親之路漫長而又不得不行，是一個長城

邊上令人心傷的淒美傳說。 
 
    長城詩也寫及英勇的戰士，如鲍照〈代出自薊北門行〉詩人歌頌了那些為國

捐軀的抗敵英雄： 

 
羽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征師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秋筋竿勁，虜陣

精且強。天子按劍怒，使者遙相望。雁行緣石徑，魚貫度飛梁。蕭鼓流漢

思，旌甲被胡霜。疾風沖塞起，沙礫自飄揚。馬看縮如蝟，角弓不可張。

時危見臣節，世亂識忠良。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143 

 
這詩寫北方發生邊警，朝廷遣師禦敵情事和邊塞風光，以及壯士誓死衞國的決

心，具尚武精神。而庾信同題詩〈出自薊北門行〉有著不同的特色： 
 

薊門還北望，役役盡傷情。關山連漢月，隴水向秦城。笳寒蘆葉脆，弓凍

紵弦鳴。梅林能止渴，複姓可防兵。將軍朝挑戰，都護夜巡營。燕山猶有

石，須勒幾人名。144 

 

詩中道出征人的傷情，儘管塞外環境寒冷難耐，仍不減建功立業的雄心壯志。關

山、隴水、蘆葉脆、紵弦鳴，軍隊在邊塞進行戰爭，長此下去，燕山銘記軍功的

                                                 
141 宋郭茂倩：《樂府詩集》（臺北：里仁書局，1984年），頁 426。 
142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348。 
143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1262。 
144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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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上，到底還要刻上多少將軍的名字呢？作者渴望南北能像西晉那樣統一，以

免戰爭不斷發生。而梁劉孝標〈出塞〉也寫出戰士的勇往直前： 

 

薊門秋氣清，飛將出長城。絕漠沖風急，交河夜月明。陷敵摐金鼓，摧鋒

揚旆旌。去去無終極，日暮動邊聲。145 

 
詩中提到以長城為出發點追擊敵人，月夜之下無畏無懼，出軍大漠向前衝，意氣

高昂。此外，南北朝長城詩也有寫戍卒、思婦的心情，表現了戰爭徭役帶給平民

的痛苦。鲍照〈擬行路難〉云： 
 

對案不能食，拔劍擊柱長歎息。丈夫生世能幾時？安得蹀躞垂羽翼？棄置

罷官去，還家自休息。朝出與新辭，暮還在親側。弄兒床前戲，看婦機中

織。自古聖賢皆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146 

 
詩中寫征人少壯從軍流離邊塞，白首不得生還，思鄉的愁苦，長城線上的戰士必

也是如此思鄉而不得歸。北周王褒，字子淵，北周文學家。琅琊臨沂（今山東省

臨沂縣）人。他原是南朝梁代人，梁元帝降西魏，他到長安後被魏人留下，境遇

和庾信相同，終身不得南返。後因長於文學，為北周宇文氏見重。看王褒〈從軍

行〉： 

 

黃河流水急，驄馬遠征人。谷望河陽縣，橋渡小平津。年少多遊俠，結客

好輕身。代風愁櫪馬，胡霜宜角筋。羽書勞警急，邊鞍倦苦辛。康居因漢

使，盧龍稱魏臣。荒戍唯看柳，邊城不識春。男兒重意氣，無為羞賤貧。
147 

 
詩中可看出詩人的豪氣及對戍守邊塞之苦不以為意，「男兒重意氣，無為羞賤貧」

豪放雄健，充塞意氣。「荒戍唯看柳，邊城不識春」久戍塞上，看盡荒涼的邊景，

唯一關心注視著柳樹是否發綠，可惜春終無到此，但男兒仍以國家大事為重，寫

出苦守邊城人的心理。又北周王褒〈入塞〉： 
 

戍久風塵色，勳多意氣豪。建章樓閣迥，長安陵樹高。度冰傷馬骨，經寒

墜節旄。行當見天子，無假用錢刀。148 

 

詩人寫久戍的士兵即使風塵滿身，但懷抱著為國報效己力的意氣，即使寒冰傷人

仍不改志節，希望建立一番功業，回國朝見天子。 
                                                 
145 劉孝標即劉峻，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1758。 
146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 1983年），頁 1275。 
147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330。 
148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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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抒寫鄉關之思是長城詩作的另一重點，庾信的〈咏懷〉是思鄉的佳作： 

 

榆關音信斷，漢使絕經過。胡笳落淚曲，羌笛斷腸歌。纖腰減束素，別淚

損橫波，恨心終不歇，紅顏無復多。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斷河。149 

 
詩中表達他對祖國的熱愛和屈身仕敵的痛苦，反映時代的苦難。陳後主〈雨雪

曲〉： 
 

長城飛雪下，邊關地籟吟。濛濛九天暗，霏霏千里深。樹冷月恆少，山霧

日偏沈。況聽南歸鴈，切思胡笳音。150 

 
詩中描寫長城線上冬雪漫漫，冰雪展現一種殘酷、無情、冷漠、絶望的意象，日

月昏暗，天冷邊關下，只聽見胡笳及南歸鴈哀鳴，代表思鄉心切，但此時詩人卻

無法同鴈一樣南歸。徐陵曾二次出使北朝，其〈關山月〉： 
 

關山三五月，客子憶秦川。思婦高樓上，當牕應未眠。 

星旗映疎勒，雲陣上祁連。戰氣今如此，從軍複幾年。151 

 

詩裡寫征人的室家之思，不直言自己想家而反以思婦因征人未回而無法入眠，詩

人描摹場景又再次回到塞外疏勒、祁連等戰地，不知何時才能返家。又〈關山月〉

其二云： 

 

月出柳城東，微雲掩複通。蒼茫縈白暈，蕭瑟帶長風。 

羌兵燒上郡，胡騎獵雲中。將軍擁節起，戰士夜鳴弓。152 

 
詩中描寫征人在蕭瑟月夜中，仍時刻不放鬆的注意敵軍的動靜，一得知胡騎的行

動即擁節而起，戰士馬上鳴弓夜戰，充分表現征人將士衞國保家的豪放精神。 
再看江總〈關山月〉： 
 

兔月半輪明，狐關一路平。無期從此別，復欲幾年行。映光書漢奏，分影

照胡兵。流落今如此，長戍受降城。153 

 
詩中寫月光照射下守城的士兵望月思家，想起離家已多年，不知何時能還家？似

                                                 
149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368。 
150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508。 
151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525。 
152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525。 
153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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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遙遙無期，胡漢之爭何時止？正寫出士兵長戍無奈的際遇及望鄉的悲傷。 
 

    以上長城詩作內容豐富，或歌頌勇士戰功，或描述戍卒之苦，或寫閨婦之思、
征人思鄉之苦，正反映出中國人對長城的愛恨情節。 

     
    最後唐前長城詩以隋朝楊素〈出塞〉作結，他描寫塞外荒寒景色： 
 

漢虜未和親，憂國不憂身。握手河梁上，窮涯北海濱。據鞍獨懷古，慷慨

感良臣。歷覽多舊跡，風日慘愁人。荒塞空千里，孤城絕四鄰。樹寒偏易

古，草衰恆不春。交河明月夜，陰山苦霧辰。雁飛南入漢，水流西咽秦。

風霜久行役，河朔備艱辛。薄暮邊聲起，空飛胡騎塵。154 

 

詩中內容在一定程度上反映他領兵出塞同突厥作戰的生活體驗，詩人加入自己的

生活經驗，增加其真實性。同時，這首詩曾得到虞世基、薛道衡等著名詩人的酬

和。由以上詩作，可知南北朝到唐前的長城寫作內容已多元，兼及戰爭的苦難、

閨婦的相思、征夫的思鄉、人間的離別之情，且南北朝詩人喜以樂府古題來創作

並衷情於漢盛世的呈顯，表達對漢邊塞政策的歌詠，多模擬唱和之作，雖未真正

到過長城卻多想像的發揮。 
 

                                                 
154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頁 2675-26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