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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唐代長城詩的文學特質與意象經營 

 

 

唐朝是詩歌全盛的時代，詩家輩出、各擅勝場、詩風無美不備。初唐四傑、

王昌齡、李白、高適、岑參、李頎、李益、王翰等詩人作品常有關涉長城，長城

詩中常會出現雄渾與悲壯的詩風。有時以廣闊的時空為背景，在邊塞生活中刻劃

出戰士英勇報國的形象和「報國行赴難，古來皆共然」的情志，詩中人物常有樂

觀的精神，展現理想抱負的追求；而另一方面，長城詩中也常出現長期築城、戍

守長城和在爭戰中求生存的長城下老百姓和士兵的怨愁，詩中的人物常是思鄉、

悲怨、淒涼的，在戰爭中、在歷史上，長城一直是悲怨的代表，在胡漢相爭、在

國防的前線，雖有將士一展長才，也有平民、士卒的悲歌。詩人在欲建功立業的

豪情中，飽含著仁愛悲憫的胸懷，關心第一線的戰士和家人，亦隱含悲壯的審美

情感。長城意象經營包括塞外異域風土，栩栩如生的人物圖像和時空、季節、自

然、動物、植物、樂器聲等等。 

 

第一節  雄渾與悲壯的詩歌風格 

 

    唐代長城詩的文學特質，兼具雄渾與悲壯兩種詩歌風格。雄渾的詩歌風格包

含豪邁勇武的人物形象、壯麗雄闊的長城景象、高貴的情感和昂揚氣勢。而長城

詩中雄渾的詩歌風格呈現之外，征人在長城艱難的環境中，堅忍不拔、犧牲奉獻，

邊地戰士的精神、力量昇華為一種悲壯的情感。而長城詩描寫戰士離別、征戰之

苦和思鄉的邊地心聲，也充滿悲壯的情感，詩人的人道主義精神，表現無遺，以

下就雄渾和悲壯的詩歌風格分別論述之。 

 

一、雄渾的詩歌風格 

 

「大」是先秦時代的雄渾觀念，《易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

天」1，《文言》說：「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2，可見「乾」象徵

的剛健之美、雄渾力量，代表著民族深層強韌的生命力。《論語．泰伯》：「子曰：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3，可見孔子也認為國

君應效法天的大，也就是剛健中正、自強不息的美的品格。又《老子》四十一章：

                                                 
1 《十三經注疏．周易》（臺北：藝文印書館，1955年），卷 1，頁 10。 
2 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北京：中華書局，1987年）收入《新編諸子集成》第一

輯，卷 7，頁 14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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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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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4，大是指與道並生，自然渾成，

無限永恆之美。先秦儒、道二家都標榜大的美。雄渾的美學範疇在先秦時代已有

儒、道的支持。莊嚴、章鑄《中國詩歌美學史》說： 

 

唐代（特別是初唐到盛唐），所展示的文化性格和生命情調，是一種生命

的發散與昂揚，所以唐詩在唐代文化中是一種動態的進行時的性格，創造

者的性格。在審美上是感性生命升騰和理性生命沉潛相交融而又以感性噴

發為主的特定型態美。5 

 

文中提到唐代文化的特點是是一種生命的發散與昂揚，和長城詩的陽剛、雄渾審

美傾向有密切的關係。又唐前民族大融合，注入遊牧民族勇猛果敢的精神，增加

唐朝積極的民族性。霍然在《唐代美學思潮》中指出： 

 

唐朝建國以前融於漢族的匈奴、氐、羌、烏桓、鮮卑等西部遊牧民族，本

來就具有勇猛果敢的習俗風尚；這些遊牧民族與關中漢族水乳交融之後，

又以自己的血性陶冶了融合自己的民族大家庭。6 

 

由於民族性的潛在氣質，加以初盛唐的國勢強大、邊事頻繁，赴邊戰士表現勇猛

積極，詩人尋求立功沙場、高歌抱負的邊塞詩眾多，對初盛唐的長城詩作有所影

響，形成以「金戈鐵馬」為美的審美心理模式。蔡淑月《初唐四傑邊塞詩研究》

說：「正是這股『大漠雄風』所激發陽剛、壯美，塑造了獨特的唐代審美文化」7。 

長城詩歌中的陽剛、雄渾詩歌風格就在先秦「大」的美學觀和民族融合注入的勇

健精神下呈顯。司空圖提出雄渾的風格觀念可代表長城詩歌的特色。 

 

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提出「雄渾」一詞作為風格的概念，並加以界定。

司空圖《二十四詩品》重視雄渾、沉寧、高古、豪放、悲慨等代表盛唐陽剛之美

的詩歌風格，在《二十四詩品》中，「雄渾」被列為第一品： 

 

大用外腓，真體內充。返虛入渾，積健為雄。具備萬物，橫絶太空。荒荒

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非強，來之無窮。8 

 

文中談到通往雄渾的途徑，《二十四詩品》指出是「返虛入渾，積健為雄」，是「具

備萬物」。郭紹虞注：「何謂『渾』？全也，渾成自然也。所謂真體內充，又堆砌

不得，填實不得，板滯不得，所以必須復還空虛，才得入於渾然之境。這是『渾』，

                                                 
4 余培林註譯：《新譯老子讀本》（臺北：三民書局，1994年），頁 74。 
5 莊嚴、章鑄《中國詩歌美學史》（長春：吉林大學出版社，1994年），頁 176。 
6 霍然：《唐代美學思潮》（高雄：麗文文化事業，1993年），頁 136。 
7 蔡淑月：《初唐四傑邊塞詩研究》（彰師大國文系碩論，1988年），頁 248。 
8 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收於清何文煥輯：《歷代詩話》（臺北：木鐸出版社，1982年），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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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所以助其『雄』。何謂『雄』？雄，剛也，大也，至大至剛之謂。這不是

可以一朝襲取的，必積強健之氣才成為雄⋯⋯這是『雄』，然而又正所以成其

『渾』。」又說：「萬物，萬理也。具於內者，至備乎萬理而無不足，斯發於外者，

也就塞於天地之間，自成一家，橫絶太空，而莫與抗衡了」9，張福慶《唐詩美

學探索》說： 

 

詩人平時必須培養自己剛強的意志、豪邁的情感、勇毅的品格，不斷提高

自己的精神境界，觀萬物、識萬理，『積學以儲寶，酌理以富才』，在生活

中獲得更加豐富的意象、情感和哲理，只有這樣，才能極大地充實自己，

達到至大至剛的境界，才能寫出具有雄渾風格的詩篇來。10 

 

也就是作者使用的藝術形象要雄偉闊大的，如「具備萬物，橫絶太空。荒荒油雲，

寥寥長風」，使人感受到一種宏偉的氣勢、闊大的境界。又《二十四詩品》，「豪

放」： 

 

觀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氣，處得以狂。天風浪浪，海山蒼蒼。真力

彌滿，萬象在旁。前招三辰，後引鳳凰。曉策六鰲，濯足扶桑。11 

 

說明吞吐大荒的胸懷，忘懷得失，超然於世的氣度，真力彌滿的精神境界，才是

創作出豪放詩的根本原因。其後的「天風浪浪，海山蒼蒼。真力彌滿，萬象在旁。

前招三辰，後引鳳凰。曉策六鰲，濯足扶桑。」，則是用宏偉闊大的意象，顯示

一種與天地同體、與萬物同游的至大境界，表現出豪放詩的氣象恢宏、激越奔放

的壯美風格。豪放與勁健十分相似，《二十四詩品》對「勁健」是這樣描寫的： 

 

行神如空，行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連風。飲真茹強，蓄素守中。喻彼

行健，是謂存雄。天地與立，神化攸同。期之以實，御之以終。12 

 

張福慶《唐詩美學探索》從意象的構建方面來談： 

 

雖然二者的意象都具有壯美的特點，但勁健詩的意象大都明快，所謂「勁

則不敝，健則不息」，豪放詩的意象顯得蒼勁，所謂「天風浪浪，海山蒼

蒼」；勁健詩的意象常含進取之意，有一種「天地與立」之態，豪放詩的

意象多寓憂患之情，有一種「處得以狂」之態。13 

                                                 
9 唐司空圖，清袁枚撰，郭紹虞注：《詩品集解續詩品注》（臺北：河洛圖書出版社，1974年），

頁 3-4。 
10 張福慶：《唐詩美學探索》（北京：新華書店，2000年），頁 331－332。 
11 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收於清何文煥輯：《歷代詩話》（臺北：木鐸出版社，1982年），頁 41。 
12 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收於清何文煥輯：《歷代詩話》（臺北：木鐸出版社，1982年），頁 40。 
13 張福慶：《唐詩美學探索》（北京：新華書店，2000年），頁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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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圖所論述的雄渾、豪放、勁健等詩歌的風格都是屬於陽剛的之美－壯美的範

疇。而唐代長城詩中即具有此雄渾、豪放、勁健的詩歌陽剛、壯美的風格。 

 

唐代國勢強盛，版圖遼闊，邊防力量強大，軍事行動捷報頻傳，鼓舞人心，

於是民族提高了自豪感和自信心，表現戍邊衛國決心的詩歌大量出現。其間唐代

知識份子具有強烈的追求建功立業的精神，除參加科舉考試之外，還可以入幕到

邊疆施展才能，參加軍事行動來換取功名。在時代精神的感召下，很多詩人都曾

親臨長城邊塞，身事戎旅，由於他們對軍旅生活和邊塞風光了解較深，因而反映

到詩中，何修仁《唐詩雄渾風格之研究》指出，雄渾詩歌至少應該具備三點特質：

高貴的情感、雄闊的景物及壯麗的語言14。這三項特質包含雄渾詩歌的思想內容、

題材和語言要素。蘇珊玉《盛唐邊塞詩的審美特質》則提出盛唐邊塞詩「雄渾」

詩歌風格的主要美學內涵為：「雄放豪健的人物情態，與壯麗渾灝的邊塞景象，

以及充滿鋪張揚厲之文勢，心思磅礡的文彩」15。綜合以上的見解，筆者擬分為

長城詩歌呈現的豪邁勇武的人物形象、壯麗雄闊的長城景象、高貴的情感和昂揚

氣勢等項目，加以論述。 

 

（一）豪邁勇武的人物形象 

 

王維〈送趙都督赴代州得青字〉： 

 

天官動將星，漢上柳條青。萬里鳴刁斗，三軍出井陘。忘身辭鳳闕，報國

取龍庭。豈學書生輩，窗間老一經。（全唐詩，卷 126，頁 292） 

 

詩中呈現主角人物報國的英雄形象，頷聯「萬里鳴刁斗，三軍出井陘」營造出軍

隊行進中雄渾的氣勢。「萬里鳴刁斗」表現軍營跋涉的情景，而「鳴」字突出聽

覺感受，使人如聞一路軍聲震天，外加「萬里」，更顯聲勢浩大，軍威顯赫。「三

軍出井陘」一句直接寫人，突顯三軍浩浩蕩蕩奔赴邊陲之勢。「井陘」是長城的

重要關口，「出」字點明此次進軍的路線，也和首句的「動將星」和「忘身辭鳳

闕，報國取龍庭」的雄心前後呼應，形成雄渾的軍容氣勢。又李白邊塞組詩〈塞

下曲六首〉之一、之二： 

 
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笛中聞折柳，春色未曾看。曉戰隨金鼓，宵眠

抱玉鞍。願將腰下劍，直為斬樓蘭。 
 
天兵下北荒，胡馬欲南飲。橫戈從百戰，直為銜恩甚。握雪海上餐，拂沙

                                                 
14 何修仁：《唐詩雄渾風格之研究》（中央大學中文系碩論，1990年），頁 57。 
15 蘇珊玉：《盛唐邊塞詩的審美特質》（臺北：文津出版社，2000年），頁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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隴頭寢。何當破月氏，然後方高枕。（全唐詩，卷 164，頁 387-388） 

 

詩中所描寫的自然環境是艱苦的，但它在讀者心中喚起的感情卻是壯烈、豪邁

的，因為詩人心中充滿著理想主義的激情，為了「破月氏」、「斬樓蘭」，可以將

個人死生置之於度外，如此，一切艱難困苦自然就都能克服了。詩中有作者個人

雄健形象的自我投射外，也有由英雄群像集體反映出壯盛軍容，吐露必勝的信

心。王昌齡〈從軍行〉其四：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金甲，不破樓蘭終不還。

（全唐詩，卷 143，頁 330） 

 

詩中「黃沙百戰穿金甲，不破樓蘭終不還」一聯，是情志的噴薄抒發，表現其豪

邁的志氣，儘管金甲被磨穿，但戍邊將士的報國之志卻未被銷磨，凸顯為將士們

殺敵的決心和勇氣。在王昌齡的其他詩歌中，也有相當多洋溢著英雄氣概和愛國

豪情，如〈從軍行〉：「大將軍出戰，白日暗榆關。三面黃金甲，單于破膽還」16和

〈出塞〉二首之一：「騮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聲猶振，匣

里金刀血未乾」17皆同是表現英雄式的膽識，有雄渾的氣勢充塞其中。 

 

高適〈薊門五首之四〉：「黯黯長城外，日末更烟塵。胡騎雖憑陵，漢兵不顧

身」18，詩中熱情地歌頌將士們昂揚鬥志，高適〈同李員外賀哥舒大夫破九曲之

作〉：「作氣群山動，揚軍大斾翻。奇兵邀轉戰，連弩絶歸奔。泉噴諸戎血，風驅

死虜魂。」19，詩中強烈表現出捨身為國、建功立業的理想抱負。高適心中無時

不激盪著對國家大愛的激流，故詩中屢屢塑造出反對外來侵略，雄鷹式光輝的人

物形象。如高適〈睢陽酬別暢大判官〉： 

 

吾友遇知己，策名逢聖朝。高才擅白雪，逸翰懷青霄。承詔選嘉賓，慨然

即馳軺。清晝下公館，尺書忽相邀。留歡惜別離，畢景駐行鑣。言及沙漠

事，益令胡馬驕。丈夫拔東蕃，聲冠霍嫖姚。兜鍪衝矢石，鐵甲生風飆。

諸將出冷陘，連營濟石橋。酋豪盡俘馘，子弟輸征徭。邊庭絕刁斗，戰地

成漁樵。榆關夜不扃，塞口長蕭蕭。降胡滿薊門，一一能射鵰。軍中多宴

樂，馬上何輕趫。戎狄本無厭，羇縻非一朝。飢附誠足用，飽飛安可招。

李牧制儋藍，遺風豈寂寥。君還謝幕府，慎勿輕芻蕘。（全唐詩，卷 212，頁

497） 

 

詩中寫邊塞送別，卻一下把讀者帶到烽煙彌漫的戰場上，只見一位神勇的將軍，

                                                 
16 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143，頁 330。 
17 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143，頁 330。 
18 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211，頁 494。 
19 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214，頁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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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戴鋼盔，身披鐵甲，驅動戰馬，疾如狂風，向著矢石如雨的敵陣前去。以「大

夫拔東蕃，聲冠霍嫖姚。兜鍪沖矢石，鐵甲生風飆。諸將出井陘，連營濟石橋」

刻劃英雄姿態活靈活現，詩人筆下的人物顯得威武、豪邁，氣吞山河，寫出拔山

蓋世的大夫雄姿和氣勢磅礡的諸將形象。 

 

（二）壯麗雄闊的長城景象 

 

明胡應麟說：「盛唐一味秀麗雄渾」20，此言最適合說明唐代長城詩歌描寫自

然景觀的雄渾風貌，即長城塞上壯麗異域和詩中展現的豪邁情調呈現繽紛多彩的

藝術風格。王維〈使至塞上〉是自古以來雄渾意象的代表： 

 

單車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塞，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

落日圓。蕭關逢候吏，都護在燕然。（全唐詩，卷 126，頁 294） 

 

詩中前二句已看出詩人興奮的出使心情，當大國的使者是興奮、驕傲的，出

使塞上，一路盡情欣賞風光。「大漠孤煙直，長河落日圓」，意境雄渾，景象闊大，

色調壯美。二句寫出塞外大漠無邊無際、天地遼濶，天上無風，煙垂直上升於地

平線上，黃昏落日又大又圓，一幅壯美的幾何圖畫面穩重而寧靜，氣象肅穆。李

頎〈古從軍行〉： 

 

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行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雲萬里無城郭，雨雪紛紛連大漠。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淚雙雙落。

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車。年年戰骨埋荒外，空見蒲桃入漢家。

（全唐詩，卷 133，頁 309） 
 

詩中的豪邁氣勢和邊塞開闊的境界，令人印象深刻。視覺上引領「登山望烽火」、

「飲馬傍交河」又「萬里無城郭」、「雨雪連大漠」雄渾的意象寫出塞外戰士的生

活和廣大開闊的景象。王之渙〈涼州詞〉：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柳，春風不度玉門關。

（全唐詩，卷 253，頁 640） 

 

詩中首句以自下而上、由近及遠的角度來寫眺望黃河的特殊感受，描繪出「黃河

遠上白雲間」的動人畫面，寫得氣象開闊，「上」字加強視覺效果，呈現一種邊

地廣漠、壯闊的視野。「一片孤城萬仞山」出現塞上孤城，在遠川高山的反襯下，

邊城益見地勢的險要和處境孤危，這戍守的堡壘中有衛國的征夫苦守，塞上孤高

而荒涼的景象陪伴著征夫度過久戍的歲月，詩末引入羌笛所奏〈折楊柳〉勾起離

                                                 
20 明胡應麟：《詩藪》（一）內篇（臺北：廣文書局，1973年），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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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有無限蒼茫之感。明王世懋認為此詩可為唐絶句壓卷之作，王之渙此詩寫得

境界雄渾遼闊，情感幽怨蘊藉，餘韻無窮，委婉表現詩人對西域邊塞的體驗，傳

達出邊塞生活的愛怨情愁等矛盾感受。 

 

    岑參筆下的長城塞外雄奇風光，其雄渾風格多表現在空間的張勢之美，有雄

渾的氣勢、壯麗的風光、奇特的想像、熱烈的情緒、歡快的節奏等，在艱苦的征

戰生活中，滲透著激昂慷慨的精神，充滿著對生活的崇高信念。 

 

（三）高貴的情感和昂揚氣勢 
 
長城詩中不乏出現戰爭殘酷、環境惡劣的描寫，如「戰士軍前半死生」、「瀚

海闌干百丈冰」、「萬里長征人未還」、「黃沙百戰穿金甲」、「百戰沙場碎鐵衣」，

但詩中可貴之處在於寫出苦難的同時，能夠展示出希望；在描寫殘酷的時候，能

夠表現勇氣；在訴說痛苦時，能夠想到未來。他們在寫下戰爭殘酷真實的同時，

也寫下這樣的詩句：「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來豈顧勳」、「但使龍城飛將在，

不教胡馬度陰山」、「黃沙百戰穿金甲，不破樓蘭終不還」、「願將腰下劍，直為斬

樓蘭」等等，詩中充滿昂揚的激情和英雄的氣概，展現戰勝敵人、征服惡劣環境

的崇高信念和精神力量，進而使前面關於戰爭殘酷的描寫，轉化為一種對於陽剛

之美的鋪墊和烘托21。因此，長城詩的雄渾詩歌風格中常流露出一種高貴的情感

和昂揚的氣勢，也就是說詩中常呈現詩人對自我的強烈期許，可以是對家國性命

的抱負，也可以是對自己理想成功的要求。 
 
    雄渾詩歌在初唐時已開始創作，如魏徵〈述懷〉： 
 

中原初逐鹿，投筆事戎軒。縱橫計不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

出關門。請纓繫南粵，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

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里目，還驚九折魂。豈不憚艱險，深懷國士恩。

季布無二諾，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復論。（全唐詩，卷 32，頁

117） 

 

詩中所寫的是對家國性命的抱負，全詩以「志」字貫穿，表達出魏徵為國為民的

高貴情操。詩中描寫艱險、淒涼的景色對比出其慷慨激昂的忠義之情，更表露出

其不畏苦辛，為國忠義之心，呈現雄渾的風格。王昌齡〈出塞〉：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里長征人未還。但使龍城飛將在，不教胡馬渡陰山。

（全唐詩，卷 143，頁 330） 

 

                                                 
21 參見張福慶：《唐詩美學探索》（北京：新華書店，2000年），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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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補華《峴傭說詩》中說：「秦時明月一首，黃河遠上一首，回樂峰前一首，皆

邊塞名作，意態絶健，音節高亮，情思悱惻，百讀不厭也」22，施補華所說的「情

思悱惻」一語，即是高貴的情感，是真感情、真體會，是一種愛國、報國的情操。

常建〈塞下曲四首之一〉： 

 

玉帛朝回望帝鄉，烏孫歸去不稱王。天涯靜處無征戰，兵氣銷為日月光。

（全唐詩，卷 144，頁 335） 

 
詩中戰爭的陰霾消散淨盡，日月的光華照徹寰宇，如此高響入雲的和平頌歌和雄

渾氣象相輝映，此詩雄健語奇、情感昂揚。李白詩中有不少雄渾風格的作品具有

高貴的情感，如〈塞下曲之五〉： 

 

塞虜乘秋下，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臥龍沙。邊月隨弓影，胡霜

拂劍花。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全唐詩，卷 164，頁 388） 

 

詩中以邊塞景象為背景，處處點出景物的奇麗，末二句點出所謂高貴的情感，戰

士為國家奉獻，因未完成使命就算玉關未入也無所謂，還反過來安慰思婦莫嘆

息。沈德潛〈唐詩別裁〉：「只弓如月，劍如霜耳，筆端點染，遂成奇彩。結意亦

復深婉。」23，這就是從詩中流露出的高貴情感來說的。 
 
    以上高適、岑參、王昌齡、李白、常建等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在長城詩作

中有一種雄渾、壯偉、闊大的境界，一種豪邁、樂觀、積極的情緒，有著雖經磨

難但始終不屈的意志；也有為殺敵報國的愛國主義情感，表現出陽剛之美，是時

代昂揚的精神。 
 

二、悲壯的詩歌風格 

 
唐代的長城詩歌多是悲壯的，胡雲翼《唐代的戰爭文學》說：「在唐代詩人

中，有『邊塞』一派，他們的描寫大都以『出塞曲』為主題，他們作品的風格，

也就形成一種悲壯的傾向，無論是主戰或非戰的文學」24，而雄渾的詩風和悲壯

的情感，二者常相輔相成，交迭在詩中呈現。蘇珊玉《盛唐邊塞詩的審美特質》： 
 

盛唐邊塞詩氣象雄渾，情感悲壯，兩者互為因果相輔相成。前者是詩人於

沉思凝睇、驚騖八極的運思過程，挹注真誠的情感，故意境雄闊，情志雋

                                                 
22 王夫之等撰，丁福保編：《清詩話》（明倫出版社，1975年），頁 997。 
23 沈德潛：《唐詩別裁》（臺北：商務印書館，1956年），頁 294。 
24 胡雲翼：《唐代的戰爭文學》（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年），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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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格調高古，氣勢雄渾；後者則是詩人以「詩情愈癡愈妙」（袁枚《隨

園詩話》）、「所謂無理而妙者、非深情者不辨」（沈雄《柳塘詞話》）的美

感心靈活動，作為創作泉源，故作品多能刻骨生新，境界闊大，而無憔悴

枯槁之弊。25 

 
文中提到氣象雄渾和情感悲壯都是詩人的美感心靈活動的結果，兩者相輔相成。

又洪讚《唐代戰爭詩研究》指出征戰詩多是悲壯的： 

 

我國歷來寫征戰的詩，大都以主要的筆觸去寫戰爭的苦難或邊地的淒苦荒

涼，或沙場嘶殺的慘重傷亡，或戎馬歲月的倥傯艱辛，或思鄉懷親的悱惻

哀怨。「悲壯」是這類詩的主旋律。26 

 

長城詩也如文中所說，悲壯是主旋律。嚴羽《滄浪詩話》中說「高、岑之詩悲壯，

讀之使人感慨」27，悲壯二字說明既有悲，也有壯的一面。明高棅《唐詩品彙．

總序》： 

 

開元、天寶間，則有李翰林之飄逸，杜工部之沉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

丞之精緻，儲光羲之真率，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參之悲壯，李頎、常

建之超凡。28 

 

可見盛唐詩人各有其獨特的風貌，且「高適、岑參之悲壯」二人的詩讓人有悲壯

之感，主要是因為詩人將政治理想與現實緊密結合，在作品中如實刻劃，不迴避

現實的苦難，也抒發奮發向上的英雄氣魄。馬蘭州《唐代邊塞詩研究》說唐代邊

塞詩的風格是悲壯美： 
 

唐代邊塞詩的悲壯美的美學內蘊就是唐代邊塞詩人在對具有政治和社會

背景的邊塞和戰爭生活的描寫中所體現出來的「征人」的崇高行為和精神

力量。29 

 
文中指出出塞的征人要面對以巨大為特徵的長城邊塞自然物象，如高山、大漠、

瀚海等，還必須面對苦難的戰爭，征人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中，堅忍不拔、超越苦

痛、犧牲奉獻，「征人」的崇高行為和精神力量昇華為一種悲壯的情感內涵。如

李頎〈古從軍行〉： 
 

                                                 
25 蘇珊玉：《盛唐邊塞詩的審美特質》（臺北：文津出版社，2000年），頁 358。 
26 洪讚：《唐代戰爭詩研究》（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87年），頁 43。 
27 嚴羽：《滄浪詩話》收於清何文煥輯：《歷代詩話》（臺北：木鐸出版社，1982年），頁 698。 
28 明高棅：《唐詩品彙》（臺北：學海出版社，1983年），頁 8。 
29 馬蘭州：《唐代邊塞詩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年），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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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行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雲萬里無城郭，雨雪紛紛連大漠。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淚雙雙落。

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車。年年戰骨埋荒外，空見蒲桃入漢家。

（全唐詩，卷 133，頁 309） 

 
詩中「公主琵琶」是指漢朝公主遠嫁烏孫國時所彈的琵琶曲調，是哀怨之調。一、

二句寫「白日」、「黃昏」的情況，三、四句接著描繪：晚上風沙瀰漫，一片漆黑，

只聽得見軍營中巡夜的打更聲和那如泣如訴幽怨的琵琶聲。「行人」，是指出征將

士，這樣就與下一句的公主出塞之聲，引起共鳴了。接著，詩人又著意渲染邊陲

的環境。軍營所在，四顧荒野，無城郭可依，「萬里」極言其遼闊，雨雪紛紛，

以至與大漠相連，其淒冷酷寒的情狀亦可想見。以上六句，寫盡了從軍生活的艱

苦。接下來，正面點出「行人」的哀怨之感。詩人別具機杼，寫出了「胡雁哀鳴

夜夜飛，胡兒眼淚雙雙落」兩句。胡雁、胡兒都是土生土長的，尚且哀啼落淚，

何況遠戍到此的「行人」呢？詩中沒有因渲染琵琶的幽怨，和胡雁的哀鳴，而降

低全篇雄壯的情感基調。如「野雲萬里無城郭，雨雪紛紛連大漠」，於荒寒之中

仍見壯偉之勢；「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車」，悲憤之際語仍多激昂，是

本詩充滿悲壯情感的有力說明。 
 
    赴邊從軍與戰爭、流血以至死亡常聯繫在一起，征人早已置個人生死於度

外。此類作品中多有哀音，王維〈從軍行〉寫行人聞吹角而起行，「笳悲馬嘶亂，

爭渡金河水」，笳悲馬嘶，人群竟渡，日暮沙陲，戰聲烟塵，烽火中透出畫意，

詩情中蘊涵著悲情，詩中的人物在克服巨大力量中展現出一種崇高悲壯的美。不

管邊塞、離情、征戍、窮愁，長城詩作就情感而言，悲情與壯懷的結合雖有感傷

色彩的悲情，但加入慷慨激昂的壯懷；雖有悲涼之語、沉鬱之句卻不掩剛勁之骨、

雄壯之氣。岑參「悲壯」的情感流露，一方面表達「萬里奉王事，一身無所求，

也知塞垣苦，豈為妻子謀」的功名思想，與「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的雄心壯志，另一方面，則把遠離家鄉，戍守邊境，自傷久滯之情化為壯志難酬

之慨，與邊塞鄉愁之怨。高適作品也充滿悲壯之情，高適〈燕歌行〉： 

 

漢家煙塵在東北，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行，天子非常賜顏色。

摐金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羽書飛瀚海，單于獵火照狼山。

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陵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

大漠窮秋塞草衰，孤城落日鬥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力盡關山未解圍。

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筋應啼別離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北空回首。

邊庭飄颻那可度，絕域蒼茫更何有。殺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

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來豈顧勳。君不見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李將軍。

（全唐詩，卷 213，頁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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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內容深廣，格調多變。詩中「男兒本自重橫行」、「死節從來豈顧勳」語出豪

壯兼悲憤，故形成深沉、悲涼的情感特質。前八句詩人謳歌戰士為國建功的浩然

正氣和為國獻身的慷慨精神。一方面刻劃唐軍出征的雄壯氣勢；另一方面以「飛

瀚海」、「照狼山」等鮮明形象，渲染二方對峙的緊張氣氛。待詩人筆鋒一轉，「山

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陵雜風雨」展現一幅慘淡又黯然失色的畫面，自然環境荒

涼又胡人以狂風暴雨的威勢向唐軍撲來，以身許國、勇氣百倍的戰士，雖盡最大

的努力卻死傷慘重，而「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寫出尖銳的對比，

諷刺將軍還在縱情歌舞享樂，詩人進一步對內部矛盾深刻剖析：「大漠窮秋塞草

衰，孤城落日鬥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力盡關山未解圍」由於將軍常輕敵，即

使戰士竭力奮戰，仍難解重圍，只能困守孤城。詩人從各方面把環境惡劣、情勢

危急刻劃得淋漓盡致，一來顯出戰爭的艱鉅，二來對戰士悲慘的境遇，表達深切

的憐憫，面對不可避免的戰事，詩人描寫戰士無懼於敵人進逼和環境的困苦，是

多麼的悲壯，高適把為國建功立業的英雄壯志，和對人民疾苦的深深同情，緊密

交織在一起，才使他的詩具有悲壯的情感色彩。 

 

    又送人赴邊的悲壯之情，如王維〈送韋評事〉： 

 

欲逐將軍取右賢，沙場走馬向居延。遙知漢使蕭關外，愁見孤城落日邊。

（全唐詩，卷 128，頁 300） 

 

詩中首二句寫韋評事出塞建功的壯舉，後二句筆鋒一轉，寫出友人出關遠適，見

孤城落日蕭肅景象而引起思鄉之愁。《詩式》：「言出關遠適，滿目皆愁，孤城落

日，寫出十分愁思，卻從對面看出」30，具有悲壯的美感。岑參〈胡笳歌送顏真

卿使赴河隴〉： 

 

君不聞胡笳聲最悲，紫髯綠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猶未了，愁煞樓蘭征戍兒。

涼秋八月蕭關道，北風吹斷天山草。崑崙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

胡笳怨兮將送君，秦山遙望隴山雲。邊城夜夜多愁夢，向月胡笳誰喜聞？

（全唐詩，卷 199，頁 467） 

 

詩中雖有惜別之情，但悲中有壯。詩人首以「君不聞胡笳聲最悲，紫髯綠眼胡人

吹。吹之一曲猶未了，愁煞樓蘭征戍兒」表現胡笳與別情交融的悲壯，胡笳本有

悲的意象，特別是經由「紫髯綠眼」的胡人吹奏起來，其聲更悲。一曲未完，連

征戰西域樓蘭的軍人聽了，也不禁悲從中來。中間「涼秋八月蕭關道，北風吹斷

天山草。崑崙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詩人把胡笳之聲安排在刺骨的

寒氣和猛烈的北風中，使胡笳之聲因邊塞的荒寒而倍增其悲。詩中蕭關、天山、

崑崙山等地名所流露的象徵意義，有雄壯的激情，有奇峭凜冽的景觀，有詩人堅

                                                 
30 清何文煥輯：《歷代詩話》（臺北：藝文印書館，1956年），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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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的情志，故悲壯的情感特質不言而喻。最後「胡笳怨兮將送君，秦山遙望隴山

雲。邊城夜夜多愁夢，向月胡笳誰喜聞？」四句，以「秦山遙望隴山雲」，雲遮

霧障望不見行者，流露詩人對顔真卿走後的懸念和惆悵。又從邊地著筆，「邊城

夜夜多愁夢」預想行者顔真卿對自己的思念，並且直接和笳聲相結合，情景交融，

悲情自然流露。 

 

    岑參〈武威送劉單判官赴安西行營便呈高開府〉云：「曾到交河城，風土斷

人腸。塞驛遠如點，邊烽互相望。赤亭多飄風，鼓怒不可當。夜靜天蕭條，鬼哭

喪道旁。地上多髑髏，皆是古戰場」31詩風備極哀淒，人在其中感到一種濃重的

壓抑感。在雄渾開闊的背景下，反映渴求功名、思鄉厭戰的複雜情緒，而李益〈從

軍夜次六胡北飲馬磨劍石為祝殤辭〉為犧牲者灑一掬同情淚，詩云： 

 

我行空磧，見沙之磷磷，與草之幂幂，半沒胡兒磨劍石。當時洗劍血成川，

至今草與沙皆赤。我因扣石問以言：『⋯⋯秦亡漢絶三十國，關山戰死知

何極！風飄雨灑水自流，此中有冤消不得！為之彈劍作哀吟，風沙四起雲

沉沉。滿營戰馬嘶欲盡，華昴不見胡天陰⋯⋯年移代去感精魂，⋯⋯漢為

一雪萬世讐！我今抽刀勒劍石，告爾萬世為唐休。又聞招魂有美酒，為我

澆酒祝東流，殤為魂兮，可以歸還故鄉些；沙場地無人兮，爾獨不可以久

留！』（全唐詩，卷 283，頁 715） 

 

詩中死亡變得無謂，激情歌唱變為幽婉哀吟。詩人的代言有其真實面，多少戰士

雖已成戰魂也希冀還鄉，詩中透出的是一種悲壯之情感。 

 

    總括而言，前述詩篇皆氣象雄渾、情感悲壯，就詩人而言，高、岑是大家，

李頎、王昌齡、王之渙、王維也是佼佼者。長城詩中的悲壯，或抒思鄉的愁緒，

或寫英氣章顯的情志，或直陳戰爭悲慘後果，或寫送行人的離情，都滲透著堅貞、

勇武、忠愛的審美情操。 

 
 

                                                 
31 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198，頁 462 -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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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剛健的生命情調與悲憫的生命情懷 

 
    唐代長城詩的文學特質，同時含有剛健的生命情調和悲憫的生命情懷，一方
面充滿詩人建功立業的豪情壯志，一方面也充滿著詩人的悲憫情懷。為實現理想

抱負，詩人赴邊而參與戰事，卻在邊塞戰爭生活真實體驗之下，親見百姓生離死

別的苦痛，現實的殘酷引發詩人創作長城詩，紀錄長城下的人民生活。 
 

一、剛健的生命情調 

 
描寫長城詩的詩人普遍有出將入相的政治抱負，及至塞外，久佐戎幕更煥發

成為為國立功的榮譽感、英雄主義，詩人表現了民族審美心理最積極的一面，即

「天行健，君子以自強不息」的剛健文化。中國哲學自先秦儒家開始，強調求仁

得仁的社會責任，即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之後，士人心態又因「學而優則

仕」的人生價值影響，逐漸向外拓展，呈現積極用世精神，到盛唐，隨著國勢疆

域的擴大，這種求仁得仁的傳統社會價值觀，更充實變為匡君濟民的功業情志。

長城詩作融有志士的熱腸、任俠的激情，表現夢想和承擔共存的情志，詩人對自

身建功、博取美名、慷慨豪情的直接抒發及對現實邊關生活、軍事場面的廣泛紀

錄和刻劃，都洋溢著剛健的人生主題。 
 
    初唐四傑的駱賓王有出塞的實際經驗，其「一得視邊塞，萬里何苦辛」可見

其豪邁，他的〈從軍行〉： 
 

平生一顧重，意氣溢三軍。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劍文。弓弦抱漢月，馬足

踐胡塵。不求生入塞，唯當死報君。（全唐詩，卷 78，頁 200） 

 
詩中充滿剛健的生命情調，意氣英發，一心為報效國君而努力。再看崔顥〈贈王

威古〉： 
 

三十羽林將，出身常事邊。春風吹淺草，獵騎何翩翩。插羽兩相顧，鳴弓

新上弦。射麋入深谷，飲馬投荒泉。馬上共傾酒，野中聊割鮮。相看未及

飲，雜虜寇幽燕。烽火去不息，胡塵高際天。長驅救東北，戰解城亦全。

報國行赴難，古來皆共然。（全唐詩，卷 130，頁 303） 

 
詩中描寫豪俠形象和生活情境，使英雄氣魄和邊塞情調統一，主要表現「報國行

赴難，古來皆共然」的情志。詩的前半部寫王威古游獵大漠，「插羽」、「鳴弓」、

「射麋」、「飲馬」、「共傾酒」、「聊割鮮」等邊塞豪興，極力凸顯其武藝高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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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豪放和瀟灑的雄姿。其驅馳殺敵、保衛國土的忠勇膽識，已呼之欲出，崔顥雖

只用「長驅救東北，戰解城亦全」二句概括，但其英勇報國的形象溢於言表。詩

人結合深刻邊塞生活體驗，寫出豪壯樂觀的英雄謳歌，剛健之氣流貫其中。 

 

    岑參早年胸懷乘時而起、匡世濟民的抱負，具體表現在詩中，便是「功名及

須早，歲月莫虛擲」的樂觀情調，由衷而發的建功熱情和理想，正是剛健理想的

核心內涵。後來，岑參踏上真實邊塞征途，逐漸形成「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

雄一丈夫」與「古來青史誰不見，今見功名勝古人」的目標，最後流露「男兒感

忠義，萬里忘越鄉」和「小來思報國，不是愛封侯」的壯偉襟懷。詩人坦率、豪

情的直述：「萬里奉王事，一身無所求。也知塞垣苦，豈為妻子謀！」、「丈夫三

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詩中傳達的情志，不僅是個人與時代的結合，更

是岑參「君子憂道不憂貧，謀道不謀食」的初衷，岑參的功業自表，顯得坦蕩與

剛健。岑參出到西北邊防時，寫戎旅生活的功業觀，其〈輪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師

西征〉： 
 

輪臺城頭夜吹角，輪臺城北旄頭落。羽書昨夜過渠黎，單于已在金山西。

戍樓西望煙塵黑，漢兵屯在輪臺北。上將擁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軍行。

四邊伐鼓雪海湧，三軍大呼陰山動。虜塞兵氣連雲屯，戰場白骨纏草根。

劒河風急雪片闊，沙口石凍馬蹄脫。亞相勤王甘苦辛，誓將報主靜邊塵。

古來青史誰不見，今見功名勝古人。（全唐詩，卷 199，頁 467） 

 
此詩是岑參入封常清幕，為節度判官，為送封常清而作的。由於封常清以節度使

攝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在漢時位次宰相，故詩中美稱為「亞相」。詩中末四句「亞

相勤王甘苦辛，誓將報主靜邊塵。古來青史誰不見，今見功名勝古人」的頌揚，

是照應題目，預祝奏凱之歌。從「誓將報主靜邊塵」來看，雖只寫「誓」，但通

過前面對戰爭的正面敍寫與側面烘托，實已有力地暗示出此戰必勝的結果。儘管

戰爭環境的艱險、困難「虜塞兵氣連雲屯，戰場白骨纏草根。劒河風急雪片闊，

沙口石凍馬蹄脫」，但詩人最後仍不無畏戰爭的磨難，意氣高昂戰勝環境的困苦，

呈現積極奮進的表現，詩人塑造剛強的人物形象：「古來青史誰不見，今見功名

勝古人」正強烈投射出詩人的立功精神，展現剛健的生命情調。 

 

    高適心中的功業雄圖與遠大抱負，集中體現在詩中，如高適〈塞上〉： 

 

東出盧龍塞，浩然客思孤。亭堠列萬里，漢兵猶備胡。邊塵漲北溟，虜騎

正南驅。轉鬬豈長策，和親非遠圖。惟昔李將軍，按節出皇都。總戎掃大

漠，一戰擒單于。常懷感激心，願效縱橫謨。倚劒欲誰語，關河空鬱紆。

（全唐詩，卷 211，頁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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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將其功業理想，表達得超乎常人的強烈，詩中高適的情志觀是通過置身「亭

堠列萬里，漢兵猶備胡」壯觀軍容中展開，並由中激發「常懷感激心，願效縱橫

謨」的壯志，且又明確提出著眼於全局「轉鬬豈長策，和親非遠圖」的見解，把

個人功業願望極欲付諸實現的企盼：「總戎掃大漠，一戰擒單于」，不畏艱苦的剛

健人生表露無遺。蘇珊玉《盛唐邊塞詩的審美特質》提到： 

 
將本來極為荒涼、艱苦、恐懼的邊塞環境，加以神奇化的藝術表現，實際

上是詩人壯偉懷抱、樂觀精神的外拓。就主觀因素言，盛唐邊塞詩人抱著

立功邊荒，以覓封侯的強烈願望，負羽遠赴絶域，正是這樣一種強大的精

神內驅力，造成了自然與人、環境與情感的相互推移。人既是大自然的組

成部份又是其主宰，自然環境便在人的精神力量作用下對象化、人格化、

藝術化，於是產生「以醜為美」的審美心理。32 

 

於是在「以醜為美」的審美心理下，人無懼於環境的惡劣和戰爭的艱難，為自己

的理想和目標，仍展現剛健的人文精神。長城詩中展現詩人的剛健生命情調，在

塞外苦寒的淬煉下，有戰士的豪情壯志、有為國殺敵的決心，有為理想努力的詩

人豪情，在在都流露出剛健的人生主題。呂興昌在〈奔騰與內斂－盛唐詩歌〉中

說： 

 

戰爭畢竟是關係生死存亡的殘酷事實，對個人而言，儘管可憑無畏的勇

氣，無視生死地肯定「縱死猶聞俠骨香」的執著，然而「古來征戰幾人回」

背後卻隱藏著無數父母妻子永恆的思念與絶望。因此凡是意識到「一將功

成萬骨枯」的詩人，他們的心靈便常從無限奔騰的狂熱中，內斂而成充滿

仁者情懷的溫馨，從而對有關邊塞的種種現象予以冷靜的反省。
33
 

 

文中已說明詩人在追求理想抱負無限奔騰的狂熱中，終會意識到生死的殘酷事

實，進而充滿仁者悲憫情懷的對邊塞的種種現象，予以冷靜的反省。所以，長城

詩除了剛健的生命情調之外，也充滿悲憫的生命情懷。 

 

二、悲憫的生命情懷 

 

唐朝長城詩作中常可見到詩人悲天憫人的胸懷，詩人常藉著長城邊塞的無情

戰事、血肉戰場、辛苦築城描寫中，把自己民胞物與的情懷，反映在其憂患意識

中，除了對邊疆士卒、無辜庶民的人民關懷外，對於生靈塗炭、饑饉勞頓的戰爭

                                                 
32 蘇珊玉：《盛唐邊塞詩的審美特質》（臺北：文津出版社，2000 年），頁 153。 
33 收錄於蔡英俊：《意象的流變》（臺北：聯經出版社，1982 年），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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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難也多所刻劃。詩人常在歲月流逝、時不我與的感悟與嘆息之中，化時命不濟

的悵惘為高昂的氣節，縱然本身有不遇或不平，具有自身失意的怨憤，卻仍包容

理想、信念於其中。唐代描摹長城詩人，就大我而觀之，有一份不能置身事外的

自詡。處在自我價值與時代使命感不分的環境，詩人往往表達出對人生短促的急

切功業觀，並透過自我命運的安排與選擇，完善自己，也成就自己。 

 

    蘇珊玉《盛唐邊塞詩的審美特質》說： 

 

這種以謳歌英雄氣魄為核心的人生理想，將邊塞詩歌的審美人生與情感基

調，推向空前高昂與捨我其誰的境地，相對地，對現實諸多不圓滿的揭露，

因身歷目到的同情瞭解，悲天憫人的情懷自然而生。34 

 

文中清楚說明詩人因親身體驗而同情邊塞戰爭下的百姓、戰士，流露民胞物與的

審美關懷。盛唐詩人劉濟（一作劉灣）的〈出塞曲〉： 

 

將軍在重圍，音信絕不通。羽書如流星，飛入甘泉宮。倚是并州兒，少年

心膽雄。一朝隨召募，百戰爭王公。去年桑乾北，今年桑乾東。死是征人

死，功是將軍功。汗馬牧秋月，疲卒臥霜風。仍聞左賢王，更欲圖雲中。

（全唐詩，卷 18，頁 60） 

 

詩的前半寫將軍在邊域被圍，羽書告急，朝廷召募邊士援邊，并州少年自恃膽氣，

應募入伍，希望立功博得封王封侯，故轉戰各處，無所畏懼。字裡行間，充溢著

雄豪之氣。詩的下半忽作轉折，劉濟以「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凸顯官兵間

的矛盾，譏諷士兵的白骨轉成將軍榮升的階梯，表達「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憤怒

和不平，又以「汗馬牧秋月，疲卒臥霜風」的強烈對比，深化此詩的諷諭力量，

使得詩人的悲憫情懷，充滿憂患與慈悲心。李頎〈古從軍行〉： 
 

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行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雲萬里無城郭，雨雪紛紛連大漠。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淚雙雙落。

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車。年年戰骨埋荒外，空見蒲桃入漢家。

（全唐詩，卷 133，頁 309） 

 
詩中有民胞物與的情懷，對無辜庶民、邊塞士卒表示人道關懷外，對同受戰爭所

苦的胡兒一樣表示悲憫的情懷，詩人以「年年戰骨埋荒外，空見蒲桃入漢家」 
二句點出此詩主旨，以戰骨與蒲桃對比說明：無數戰士犧牲寶貴生命換來的不過

是只供最高統治者享用的蒲桃，語重心長的針砭，譏諷好大喜功的帝王。這譏刺

的背後是詩人仁慈博愛胸懷所積累出深刻的反省。 

                                                 
34 蘇珊玉：《盛唐邊塞詩的審美特質》（臺北：文津出版社，2000年），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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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建〈塞上曲〉： 

 

翩翩雲中使，來問太原卒。百戰苦不歸，刀頭怨明月。塞雲隨陣落，寒日

傍城沒。城下有寡妻，哀哀哭枯骨。（全唐詩，卷 144，頁 333） 

 
詩中通過一幅塞上生活畫面的描寫，以「塞雲隨陣落，寒日傍城沒」悲慘之情和

「城下有寡妻，哀哀哭枯骨」的真實痛苦，生動地表達戍邊士卒生活的悲苦和命

運的淒慘。結尾二句，好像在我們面前展示一幅令人肝膽欲碎的「寡妻哭夫」圖，

強烈地表示對死難士卒及其家屬的同情，也是對統治者一味追求邊功，不顧士兵

死活的抗議。此外，常建在〈塞下曲四首．其三〉則把讉責的矛頭指向將軍： 
 

龍鬥雌雄勢已分，山崩鬼哭恨將軍。黃河直北千餘里，冤氣蒼茫成黑雲。

（全唐詩，卷 145，頁 335） 

 
詩中明顯表現出作者的厭戰情緒，並為在戰爭中犧牲的士卒鳴冤叫屈，展現詩人

的人道關懷。詩人高適對於戰爭帶給人民的痛苦，因自身的經歷體會而深刻，高

適〈薊門五首之五〉：「邊城十一月，雨雪亂霏霏。元戎號令嚴，人馬亦輕肥。羌

胡無盡日，征戰幾時歸？」35，是詩人心繫戰士何日能夠榮歸故里的真情流露。

高適也把手足同胞之愛，藉由一己立功塞垣的抱負，推展到整個民族的層次，如

〈登百丈峰二首〉之一： 

 

朝登百丈峰，遙望燕支道。漢壘青冥間，胡天白如掃。憶昔霍將軍，連年

此征討。匈奴終不滅，寒山徒草草。唯見鴻雁飛，令人傷懷抱。（全唐詩，

卷 212，頁 497） 

 

詩人天寶十二載（753年）在武威時作此詩，詩人懷古抒情，慨嘆漢與匈奴連年

戰爭不能取勝，表現詩人深沉的憂國憂民情感和強烈的安邊願望。詩人把小我之

壯懷，聯繫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同胞愛，是悲憫為懷的人生觀。 

 

    蘇珊玉《盛唐邊塞詩的審美特質》說： 

 

盛唐邊塞詩中的憂患意識，就政局邊防而言，詩人多半對「武皇開邊意未

已」的攻戰，師出無名的妄動，作出深刻的反省；為戰爭所帶來的死傷狼

藉，表達仁者的悲憫。這種審美關懷，是由詩人剛健使氣的性格，結合實

地邊塞經驗的同體大悲，所流露出的危機意識。36 

                                                 
35 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211，頁 494。 
36 蘇珊玉：《盛唐邊塞詩的審美特質》（臺北：文津出版社，2000年），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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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指出詩人對戰爭所帶來的死傷，表達仁者的悲憫，並指責統治者的輕開邊

隙，如王翰的〈飲馬長城窟行〉： 

 

長安少年無遠圖，一生惟羨執金吾。麒麟前殿拜天子，走馬西擊長城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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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顧恩甯顧身，為君一行摧萬人。壯士揮戈回白日，單于濺血染朱輪。

歸來飲馬長城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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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昔秦王按劍起，諸侯膝行不敢視。富國強兵二十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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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唐詩，卷 156，頁 366） 

 
詩中直指長安少年無遠圖，可見詩人對妄興邊事並不以為然，對少年盲目從軍有

嘲諷之意。詩人寫戰罷歸來，見長城道邊白骨累累，「問之耆老」，方知是秦時築

城之卒。這白骨累累不僅是築城之卒，而且還有在戰爭中，因將士有功不賞無罪

見誅，暴骨長城，孤魂無依的「可憐無定河邊骨」。詩中「此時顧恩豈顧身」和

「無罪見誅功不賞」的強烈對比，不僅充分反映出詩人對軍事失策的憤怨，也流

露詩人動見觀瞻的遠識，更有詩人冷靜客觀的思維和深沉的哀慟，詩中有著詩人

悲憫的生命情懷，詩人眼中看盡百姓的傷痛，代老百姓發聲，直陳暴秦等統治者

的不是，表達反對戰爭、渴望和平的願望。另外，長城詩中，詩人亦由一己的邊

塞經驗，透過詩篇表達對親人戰死異域的絶望之感，或流露對親人生死未卜的憂

思。如高適〈燕歌行〉所云「戰士軍前半死生」即是詩人對軍政不公的指責。王

昌齡〈從軍行七首〉其一： 

 

烽火城西百尺樓，黃昏獨坐海風秋。更吹羌笛關山月，無那金閨萬里愁。

（全唐詩，卷 143，頁 330） 

 

詩中是久戍邊關的士卒，思歸念遠之情的抒發。首句以「烽火城」、「百尺樓」等

邊境上特有的景觀，從空間點明地理環境，繼而「黃昏獨坐海風秋」，在秋天蒼

茫暮色中，一名士兵正孤零零地坐在戍樓上迎著從青海湖吹來的陣陣寒風，詩中

籠罩著一層濃濃的抒情氣氛。「更吹羌笛關山月」詩人藉由〈關山月〉言明征戍

離別之情的曲調，來寫戰士心中滔滔的鄉愁，「無那金閨萬里愁」是從自己聯想

到閨中人的想像之筆，正因自己思念對方，所以想到閨中人也如同自己一樣為相

思所苦，誠如清李瑛所云：「不言己之思家，而但言無以慰閨中之思己，正深於

思家者。」37，明唐汝詢進一步說：「此久戍思家也。言於戍樓獨坐而聞秋風，感

                                                 
37 清李瑛：《詩法易簡錄》（臺北：蘭臺書局，1969 年），卷 14，頁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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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念已切，又況笛奏關山，能不想及閨中乎？是以心馳萬里而生愁也。⋯」38，

王昌齡把對庶民百姓的深摯同情，透過戰士、親人之間隱忍卻不絶如縷的憂思苦

悶，以溫馨和悲憫的字眼，流露民胞物與的關懷39。 

 
    總之，詩人在長城詩中表達對軍中黑暗、士卒疾苦的關注，直陳戰爭中百姓
受的悲苦，而長城塞上的白骨鬼哭和久戍長城的思鄉離別之情，都是詩人悲憫生

命情懷的展現，詩人憂國憂民的生命觀照，在熱愛國家、維護民族尊嚴的基礎上，

挹注生命共同體的悲憫，這即是論語上說的「惟仁者能愛人，能惡人」的精神。 

 

第三節  長城詩的意象經營 

 
何寄澎在《落日照大旗》中說邊塞的戰爭是一場永不得解的夢魘，因為先天

的地理環境已經注定這場夢魘的永遠性，他說： 

 

中國這一塊土地，幅員廣大、物產豐富。然而在它的東北以至西北，卻是

無垠的雪地、漫漫的沙漠，居住在這兒的民族生活艱苦，他們南望中國的

富庶，心中便充滿了覬覦與掠奪的慾念。於是，從詩經中的歌謠開始，我

們便看到祖先與侵略者抗爭的斑斑血淚史。長城，象徵了中國人了不起的

精神，也象徵了異族永不歇息的入侵！這是一闋歷史的悲歌。
40 

 

唐長城詩中的意象是唐人接續南朝詩人使用其邊地的語彙和意象，並加以發展，

開創唐人的「盛唐氣象」和長城意象，多數唐代詩人都是真實描繪邊景，以見聞

入詩，直接抒情言志，長城詩意象的營造有其特別的風貌。陳銘《說詩——中國

古典詩詞美學三味》提到： 
 

從審美要求而言，僅有個體意象所傳達的個體美，不足以傳達作者豐富的

變化的感情。因此，中國古典詩詞的創作中，十分強調意象的組合。目的

是把若干個體意象組織成綜合的意象，表達更深刻更廣闊的思緒情懷，使

讀者感受到綜合的美，而綜合美的形成，又提高了中國古典詩詞的審美情

趣。41 

 

因此，長城詩意象就在時空、自然、人事、樂音等種種意象交織組合中呈現。其

時空意象多以漢代唐來敍寫，長城詩中多寫及漢代的人事和地名，而常用的人事

地名包括李廣、霍去病、王昭君等人事和雁門、敦煌、玉門、陽關、薊門、胡關

                                                 
38 明唐汝詢著、王振漢點校：《唐詩解》（河北：河北大學出版社，2001年），卷 26，頁 649。 
39 蘇珊玉：《盛唐邊塞詩的審美特質》（臺北：文津出版社，2000年），頁 197。 
40 何寄澎：《落日照大旗》（臺北：月房子出版，1994年），頁 264。 
41 陳銘：《說詩——中國古典詩詞美學三味》（臺北：未來書城，2004年），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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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名組合；自然意象包括秋、冬等季節意象和天、地、日、月、風、雪、霜等

天氣意象，以及沙漠、隴水、沙石、黃沙等地理意象和白草、飛蓬、鴻雁、戰馬

等動植物意象的搭配組合。又長城詩中還有人事意象，包括烽火、羽書、金甲、

刁斗、白骨、征魂等戰場意象及琵琶、羌笛、邊角、胡笳等樂器聲的組合，詩人

常用此類名物意象來編織富有邊地特色的抒情背景。現就這幾種長城意象群的經

營組合來論述： 
 

一、時空意象： 

 
唐長城詩中的時空意象大多以漢代唐，呈現胡漢對峙的邊防之爭。長城詩中

以長城為國防界線，戍守的士兵和為了立功建業的將軍都以長城為實現理想抱負

之地，在詩中紀錄著胡漢爭戰的史實和戰士的生死存亡、思鄉和戰事之苦。而漢

代人事、地名組合成長城意象，詩中常是胡漢對舉的情形，詩人多自稱漢，而稱

對方為胡、虜、戎、匈奴或單于等，以對比的方式來強調雙方的兩立。漢代獨尊

儒術，大一統帝國建立以及版圖邊疆的擴張，使得「漢」形象廣植人心，流傳久

遠。例如高適〈燕歌行〉：「漢家煙塵在東北，漢將辭家破殘賊」。因此，唐人多

以漢匈對立來代為呈顯唐朝和突厥的敵對關係。 

 

    在敵我兩方對抗中的長城是國防的最前線，長城常是戰場的代稱，長城線上

的各關隘，例如玉門關、陽關、雁門關、酒泉、武威、雲中等重要關塞，也常連

同漢將、匈奴等主角錯落於詩中，關隘為唐長城詩作中的重要題材和意象，其中

寫山河險、訴邊戰苦、鄉情相思、評點往事、借古抒懷，情感內涵十分豐富。如

盧照鄰〈戰城南〉： 
 

將軍出紫塞，冒頓在烏貪。笳喧雁門北，陣翼龍城南。琱弓夜宛轉，鐵騎

曉參驔。應須駐白日，爲待戰方酣。（全唐詩，卷 41，頁 132） 

 
王維〈隴西行〉： 
 

十里一走馬，五里一揚鞭。都護軍書至，匈奴圍酒泉。關山正飛雪，烽戍

斷無煙。（全唐詩，卷 125，頁 284） 

王之渙〈出塞〉： 
 

黃河直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柳，春風不度玉門關。

（全唐詩，卷 253，頁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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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況〈塞上曲〉： 

 
黠虜初南下，塵飛塞北境。漢將懷不平，讎擾當遠屏。金革臥不暖，起舞

霜月冷。點軍三十千，部伍嚴以整。酣戰祈成功，于焉罷邊釁。（全唐詩，

卷 264，頁 658） 

 

許棠〈塞下〉： 
 

胡虜偏狂悍，邊兵不敢閑。防秋朝伏弩，縱火夜搜山。鴈逆風鼙振，沙飛

獵騎還。安西雖有路，難更出陽關。（全唐詩，卷 603，頁 1530） 

 
以上所舉詩中，漢匈爭戰遍及長城沿線各城塞和關隘，而在胡漢對舉的情況下，

希冀漢武帝開邊名將，如霍去病、李廣等再現的詩作，多不勝數。再舉數例如下： 
王維〈出塞〉： 
 

居延城外獵天驕，白草連天野火燒。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鵰。

護羌校尉朝乘障，破虜將軍夜渡遼。玉靶角弓珠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

（全唐詩，卷 128，頁 298） 

 
李白〈塞下曲〉： 
 

烽火動沙漠，連照甘泉雲。漢皇按劒起，還召李將軍。兵氣天上合，鼓聲

隴底聞。橫行負勇氣，一戰淨妖氛。（全唐詩，卷 164，頁 388） 

 
杜甫〈後出塞〉：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落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列萬幕，部伍

各見招。中天懸明月，令嚴夜寂寥。悲笳數聲動，壯士慘不驕。借問大將

誰，恐是霍嫖姚。（全唐詩，卷 218，頁 519） 

 
沈彬〈塞下〉： 
 

月冷榆關過鴈行，將軍寒笛老思鄉。貳師骨恨千夫壯，李廣魂飛一劒長。 

戍角就沙催落日，陰雲分磧護飛霜。誰知漢武輕中國，閑奪天山草木荒。

（全唐詩，卷 743，頁 1851） 

 
 
唐詩中出現漢代名將的詩作，大都希冀自己能如同李廣、霍去病一樣建功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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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喜用漢武帝開邊名將之外，唐人也喜以歌頌吟詠東漢竇憲徹底掃清邊塞，

驅逐匈奴，在燕然山刻銘誌功的偉業。《後漢書．竇憲傳》： 

 

（憲）與北單于戰於稽落山，大破之，虜眾崩潰，單于遁走⋯⋯憲、秉遂

登燕然山（今蒙古杭愛山），去塞三千餘里，刻石勒功，紀漢威德，令班

固作銘。
42 

 
文中記竇憲大破匈奴，直至蒙古境內，可見追擊之遠。於是，「勒燕然」成為建

立邊功的典故，傳頌不絶。如竇威〈出塞〉： 
 

匈奴屢不平，漢將復縱橫。看雲方結陣，卻月始連營。潛軍渡馬邑，揚斾

掩龍城。會勒燕然石，方傳車騎名。（全唐詩，卷 30，頁 115） 

 
和李益〈塞下曲〉： 

 
為報如今都護雄，匈奴且莫下雲中。請書塞北陰山石，願比燕然車騎功。

（全唐詩，卷 283，頁 717） 

 

詩人冀望自己能建立邊功，和竇憲一樣大破匈奴，在燕然山下勒下一己之功，在

東漢的邊將中，班超統領西域地區最久，且他的聲威遠播，使西域能安平和樂。

長城詩中常化用班超求歸的典故，來說明有志於邊。《後漢書．班梁列傳》載老

年時上疏求歸之語，可知班超在奏疏中向皇帝請求，說自己年事已高，不願客死

異鄉，想要回到漢土終老的決心。玉門關被古代人看作是中國與異域相隔離的國

門，戴叔倫〈塞上曲〉： 

 
漢家旌幟滿陰山，不遣胡兒匹馬還。願得此身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

（全唐詩，卷 274，頁 692） 

 
即是表達一生不顧生死，只願建功立業玉門關的雄心壯志。以上皆是漢代名將的

典故運用，多藉以表達詩人將士為國保疆衛土的雄壯之志和立功建業的決心。 
 
    而長城詩中也多有涉及青塚、明君祠等昭君的典故，表達昭君閨怨、思鄉之
情。例如：白居易〈昭君怨〉： 
 

明妃風貌最娉婷，合在椒房應四星。只得當年備宮掖，何曾專夜奉幃屏。

見疏從道迷圖畫，知屈那教配虜庭。自是君恩薄如紙，不須一向恨丹青。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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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頁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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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詩，卷 23，頁 84-85） 
 

常建〈塞下曲〉： 

 

北海陰風動地來，明君祠上望龍堆。髑髏皆是長城卒，日暮沙場飛作灰。

（全唐詩，卷 144，頁 335） 

 
秦韜玉〈塞下〉： 

 
到處人皆著戰袍，麾旗風緊馬蹄勞。黑山霜重弓添硬，青塚沙平月更高。

大野幾重開雪嶺，長河無限舊雲濤。鳳林關外皆唐土，何日陳兵戍不毛。

（全唐詩，卷 670，頁 1683） 

 
梁瓊〈昭君怨〉： 
 

自古無和親，貽災到妾身。胡風嘶去馬，漢月吊行輪。衣薄狼山雪，妝成

虜塞春。回看父母國，生死畢胡塵。（全唐詩，卷 801，頁 1964） 
 
以上皆是長城詩涉及漢代的人事和地名的例子，唐詩中的長城時空意象多以漢代

唐呈顯，人物多是有豐功偉業的漢將和為胡漢和平而犧牲的王昭君，戰事的地點

是以圍繞長城為主的沿線要塞，紫塞是長城的代稱，而陽關、玉門關、榆關、雁

門關都是西北和東北的要塞，居延、雲中都是長城邊上的重要城市。唐詩中胡漢

相爭的歷史就是長城的修築和戍守的歷史。 
 
    又長城意象中的時空意象特色之一是長城邊上特異於中土的季節時序和空

間荒涼、廣闊。陳清俊《盛唐詩時空意識研究》中說到：「邊塞詩中觸發空間意

識的因素，包括自然景觀的特殊、四時節候的失序、風俗民情的異同與戰爭氣息

的濃厚等方面。」43，陳清俊明白的告訴我們長城塞上自然景觀的特殊和四時節

候混亂是詩人在長城塞上所意識到和中土、關內溫暖的家園和美麗時節不同之

處。長城邊上氣候異於南方的家園，塞北的春天來得太遲且秋冬又來得太早，詩

人在詩中如此吟詠，王縉〈九日作〉：「莫將邊地比京都，八月嚴霜草已枯」44、

岑參〈登北庭北樓呈幕中諸公〉：「二庭近西海，六月秋風來」45、岑參〈白雪歌

送武判官歸京〉：「北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46，詩中節候失序的感嘆

中，詩人常以邊地和京都相比，六月的秋風，八月的嚴霜、飛雪，四時循環的規

律已經破壞，讓詩人更意識到自己是置身在迥異於中土的邊境。 

                                                 
43 陳清俊：《盛唐詩時空意識研究》（臺北：花木蘭文化出版社，2007年），頁 175。 
44 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129，頁 301。 
45 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198，頁 460。 
46 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199，頁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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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長城塞上的空間是遼闊的平沙、大漠或冰雪，祖詠〈望薊門〉：「萬里寒光

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47、王昌齡〈從軍行七首之三〉：「關城榆葉早疏黃，

日暮雲沙古戰場。表請回軍掩塵骨，莫教兵士哭龍荒」48、陶翰〈出蕭關懷古〉：

「大漠橫萬里，蕭條絶人煙。孤城當瀚海，落日照祁連」49、岑參〈初過隴山途

中呈宇文判官〉：「十日過沙磧，終朝風不休。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流」50、杜

甫〈東樓〉：「萬里流沙道，西征過北門。但添新戰骨，不返舊征魂」51，詩中呈

現的皆是荒涼的沙漠或冰雪，如螻蟻般的個人生命，隨時都有被大漠吞噬、冰雪

侵逼的可能。長城塞上的乾枯、嚴寒代表不適合人們生存的生活空間，也代表著

人們生命的容易枯萎。長城意象代表的不只是胡漢相爭的歷史，還有著不適於生

存的嚴寒生活空間，人們在此除了保衛自己的家園和爭取自己的生命權外，並承

受大自然的磨練和考驗，在這兒的士卒有堅強的意志和信心，他們的奮鬥史，成

為唐詩中剛健和悲壯的一幅圖像。 

 

二、自然意象 

 
唐長城詩中意象經營常寫及天地日月等自然意象，長城詩中常說天是胡天，

地是胡地、虜地、陰地等，明白的揭示：詩人身在塞外，沒有歸屬的認同感，人

在異域，所以天地異域變色，已不屬於自己熟悉的故土家邦。而詩中日、月也多

是邊日、落日、孤日、寒日與月是胡月、邊月、塞月、孤月、秋月、寒月、漢月

的呈顯。好似日、月、天、地皆不屬於戍守長城的士兵。陳清俊《盛唐詩時空意

識研究》說：「當沙場上的屍首、戰骨，以最原始的方式暴露出戰爭與毀滅、死

亡的關係，戰爭殘酷的本質遂深深撼動邊塞詩人的心靈」52。長城塞上的自然、

人文環境讓戍守長城中的士兵感受迥異，身在長城戰場的前線，除經歷離鄉別土

之痛外，也飽受氣候嚴寒、戰爭血肉刀傷、生死存亡之苦。 
 
    在長城詩自然意象環境中，「月」夜是一個常見的、傳統的意象，有豐富多

樣的蘊涵。除了一般的景色描寫、氣氛渲染之外，月的意象讓人思鄉和懷人。到

長城久戍或築城的士卒遠親別土，見月思念家鄉，也思念家人。就月亮的空間形

態而言，不管異地或故鄉所見到的月亮都是同一個，你看著月亮，遠方的親友也

見到同個月亮，天各一方的兩顆心藉著月亮連繫，如同〈子夜四時歌．秋歌〉：「仰

頭看明月，寄情千里光」。從時間形態上來看，月亮具有古往今來的特點。除了

                                                 
47 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131，頁 306。 
48 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143，頁 330。 
49 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146，頁 337。 
50 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198，頁 461。 
51 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225，頁 549。 
52 陳清俊：《盛唐詩時空意識研究》（臺北：花木蘭文化出版社，2007年），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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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鄉、懷人外，人們還常用月亮來憶舊懷古，如王昌齡〈出塞〉：「秦時明月漢時

關，萬里長征人未還」，詩人利用這亙古之月烘托出邊患的歷史和現狀。劉逸生

《唐詩廣角鏡》說： 

 

它是一幅典型的關城夜月圖。你試著化身作唐代詩人，在明月之夜登上塞

外一座關城。脚下踩著關城，頭上亮著明月。這時候，你就會想起一連串

著名的歷史事件：秦代是怎樣在北方修築長城的，漢代又是怎樣在邊塞建

立城堡的，北朝到唐代又是怎樣繼續增修補築的。⋯⋯為了防守邊境，為

了監視敵人，為了保衞國土，我們的祖先拿出了多麼驚人的力量！53 

 

用詩的藝術眼光來分析，頭上的明月亙古如斯，從秦漢到現在，照見多少征人，

又有多少征人仰望過著一輪明月；而這關城從秦漢到今天，灑下多少征人戍卒的

血汗，留下多少往來駐邊者的脚跡。月勾起異鄉人的鄉愁，同時，月也引起戍守

長城的征夫和閨婦彼此的相思。如李白〈關山月〉：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里，吹度玉門關。漢下白登道，胡窺

青海灣。由來征戰地，不見有人還。戍客望邊色，思歸多苦顏。高樓當此

夜，嘆息未應閒。（全唐詩，卷 163，頁 385） 
 
月幾乎是戍守長城士卒的寄託對象，不僅對月思鄉訴鄉愁，也對月相思，懷想遠

方的情人。 
 
    又長城意象中的自然天候環境混亂，失去次序，經年常是秋、冬季節，搭配

風、霜、黃沙、冰雪、黃昏並存的空間營造，苦寒的氣候正是磨練征人的最好條

件，在如此惡劣的環境中，一方面顯示士兵們的含莘茹苦、刻苦耐勞；一方面突

顯長城苦環境的磨難，更激勵士兵們勇敢地、堅毅地保家衛國，戍守長城邊塞。

在長城詩作中，秋、冬的寒風嚴飆，在地偏幅遠的長城邊塞似乎是長年存在的。

例如： 
太宗〈飲馬長城窟行〉： 

 
塞外悲風切，交河冰已結⋯⋯悠悠卷斾旌，飲馬出長城。寒沙連騎跡，朔

吹斷邊聲。⋯⋯（全唐詩，卷 1，頁 21） 

 

袁朗〈賦飲馬長城窟〉： 

 

朔風動秋草，⋯⋯日落寒風起，驚蓬被原隰。零落葉已寒，河流清且急。⋯⋯

（全唐詩，卷 20，頁 72） 
                                                 
53 劉逸生：《唐詩廣角鏡》（臺北：頂淵文化公司，2004年），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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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世南〈出塞〉： 

 

凜凜邊風急，蕭蕭征馬煩⋯⋯日落風塵昏。（全唐詩，卷 36，頁 123） 

 

「風」這個字的意象常是以表示切割分裂或狂烈混亂的動作，風在長城詩中加強

了大自然的殘酷嚴苛的一面，而「風」一字也屬於秋、冬這類的意象，有時風和

死亡、混亂二個意義連結在一起，岑參〈銀山磧西館〉： 

 

銀山磧口風似箭，鐵門關西月如練。雙雙愁淚沾馬毛，颯颯胡沙迸人面。

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全唐詩，卷 199，頁 468） 

 

詩中引述的是西北那一片廣闊的地區，而詩人對於西北邊域極端的氣候狀況有成

功的描寫。「邊疆異地反常而含有敵意的現象，被視為是與人類相對立的，尤其

是與身為文明秩序尖兵的大唐戍邊之人作對。」54的確，長城自然意象的呈顯有

著不尋常或具有威脅性特徵的特殊標記。 
 
    長城季節意象中的秋與春、夏、冬不同的地方在於「秋」給人悲慨的感覺，

葉嘉瑩指出：「是黃落的草木驀然顯示了自然的變幻與天地的廣遠，是似水的新

寒驀然喚起了人們自我反省與內心的寂寞」55，秋由盛及衰的自然特質，讓人生

理、心理上有諸多體驗聯想。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落

而變衰」指出中國文人因秋的肅殺，不自覺地吟起深沉的悲秋嘆調，又樂府〈古

歌〉：「秋風蕭蕭愁殺人」都說明秋帶給人們悲愁感覺。唐長城詩中意象的呈顯，

秋月、秋風、秋草、秋霜都讓人在長城塞外廣大的空間中有孤寂、淒清的感覺，

易引人詠嘆宇宙人生短暫，時間消逝，發「懷鄉思親」之嘆。戴叔倫〈關山月〉： 
 

月出照關山，秋風人未還。清光無遠近，鄉淚半書間。一雁過連營，繁霜

覆古城。胡笳在何處，半夜起邊聲。（全唐詩，卷 274，頁 692） 
 

在秋風的吹送下，詩人以關山月這征人見月思鄉的樂府古調來寫，「鄉淚半書間」

具體形象化的呈現征人書寫家書的那一刻，令人印象深刻。秋天的季節總使戍守

長城的士卒想起家鄉，鮑氏君徽〈關山月〉： 
 

高高秋月明，北照遼陽城。塞迥光初滿，風多暈更生。征人望鄉思，戰馬

聞鞞驚。朔風悲邊草，胡沙昏虜營。霜疑匣中劍，風憊原上旌。早晚謁金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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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55 《迦陵論詞叢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年），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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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不聞刁斗聲。（全唐詩，卷 18，頁 62） 

 
詩中描寫戍守長城要塞遼陽城的士兵，在秋月高照下思鄉的情形，希望長城邊上

能安定，早日回還朝廷，表達內心思鄉並渴望遠離戰爭的心願。 
 
    秋天來臨似乎暗示著冬天不遠了，在歲暮與遲暮兩相對照下，在宇宙時間的

長流中，強調個人生命一去不回的特性，於是生發傷逝嘆老，甚至感士不遇的悲

傷。傷逝嘆老的時間意識，結合外界景物蕭索衰颯的空間意識，時空因素加上自

身境況的寂落衰頹，形成悲秋的情懷。長城意象中秋、冬季節塞上荒涼、天氣苦

寒，詩中常出現風沙、雨雪、冰霜等嚴寒的天候。如此惡劣的環境中，士兵們辛

苦且勇敢地、堅毅地保家衛國，戍守長城邊塞。太宗皇帝、虞世南〈飲馬長城窟〉，

虞世南〈出塞〉，楊炯〈從軍行〉，盧照鄰〈紫騮馬〉等詩都表現出一種豪情壯志。

「悲風切」「冰已結」「雪暗」「陰積」都無法減弱詩人渴望從軍的信念，反而更

激勵他們「期報主」的決心。詩人忠君愛國的情操，加上邊地嚴寒的冰雪環境，

成就了唐長城詩中雄壯高亢的詩風。冰和雪是重要的場景，不但鋪寫出胡地嚴寒

無情的天候，象徵著一種折難和考驗，也反襯出詩人意欲報國的大無畏精神。但

長久如此，在征人遊子的內心深處，仍有一些不知如何說清的悲涼感。遠離親人、

故鄉，歲盡卻仍作客異地，也只能感嘆「直為懷恩苦，誰知邊塞情」56。 
 
    中國人一直有個主穩定、求安寧、愛熟悉的民族性，不喜歡飄流不定的生活，

迫於無奈，不得不離鄉別土，戍守長城邊塞的，除了從軍報國的壯志雄心外，內

心深處的某個角落裡，仍是渴望溫暖、害怕孤單的，尤其在「胡天夜清迥，孤雲

獨飄颺」57的時刻裡，悲風可愁殺未歸人的心，冰雪更可以凍傷漢將的肌骨，在

這一片胡天、胡霜、胡雪、胡冰的世界裡，詩人漸漸感到倦怠，也體認出「由來

從軍行，賞存不賞亡，亡者誠已矣，徒令存者傷。」58的事實，周遭的冰霜風雪，

使詩人更加地絶望和無助。長城詩作中的朔風與暗雪、堅冰、嚴霜、寒雁、征馬、

轉蓬、秋葉、黃沙等配合，編織成一幅北風凜冽、景色慘淡的遠征圖。終年的北

風呼號，印證虞世南〈擬飲馬長城窟〉：「經春隴尚寒」以及王之渙〈出塞〉：「春

風不度玉門關」。北風除了作為邊塞長城的場景描繪外，也常是征夫孤魂感憂的

引發物，甚至寄望它稍去信息給閨中痴心等待的妻子。例如：崔湜〈邊愁〉： 

 

九月蓬根斷，三邊草葉腓。風塵馬變色，霜雪劍生衣。客思愁陰晚，邊書

驛騎歸。⋯⋯（全唐詩，卷 54，頁 163） 

 

崔湜〈早春邊城懷歸〉： 

                                                 
56 喬備：〈出塞〉見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81，頁 208。 
57 喬知之：〈苦寒行〉見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81，頁 207。 
58 喬知之：〈苦寒行〉見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81，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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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關搖別思，風雪散戎衣。歲盡仍為客，春還尚未歸。⋯⋯ 

（全唐詩，卷 54，頁 164） 

 
崔融〈塞上寄內〉： 
 

旅魂驚塞北，歸望斷河西。春風若可寄，暫為遶蘭閨。 

（全唐詩，卷 68，頁 184） 

 

嚴急的朔風，將胡塵捲得日慘天陰，狂暴的呼嘯聲，像極了征夫內心的吶喊，一

聲聲，淒厲悲涼，斷人愁腸。詩中的意象上承漢魏六朝詩中那種「哀風」、「悲風」

的意象，天寒、水凍、雪飛、風急，真是愁殺歲盡未歸人。 

 

    又霜在長城詩歌中也是背景之一，霜是白色的，有時甚至是透明的，給人的

感受是明淨但卻又是冷冰冰、涼颼颼的，常和雪、冰、風、露等並用。秋季又常

用霜節、霜序來表稱呼，秋景以霜景來表示，秋空則以霜空、霜天，秋月以霜月，

秋風以霜風來代稱。天上的黃雲也是長城塞上的背景其一，黃雲覆蓋，天色暗沉，

且雲又有飄泊不定之感，天上的雲流浪飄忽，就像地上守長城的士卒性命，亦飄

泊無依，不知何時才能回還家鄉。總之，長城詩作中，秋冬、風雲、霜雪等常配

合組成惡劣的環境，讓人倍感辛苦寒涼，迥異於溫暖的家鄉。 

 
    關內與塞外、中土與異域間，迥然不同的自然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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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記載西

漢長城西起新疆，東抵遼東。長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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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禦匈奴入侵、開發邊境，築起了一道堅固的

防禦線。當詩人越過關塞的界線，視覺上最震撼的是一望無際的黃沙、大漠。且

看下面的詩句： 

王昌齡〈從軍行二首之一〉： 

 

向夕臨大荒，朔風軫歸慮。平沙萬里餘，飛鳥宿何處？ 

（全唐詩，卷 140，頁 325） 

 

王昌齡〈從軍行七首之三〉： 

 

關城榆葉早疏黃，日暮雲沙古戰場。表請回軍掩塵骨，莫教兵士哭龍荒。

（全唐詩，卷 143，頁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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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翰〈出蕭關懷古〉： 

 

大漠橫萬里，蕭條絶人煙。孤城當瀚海，落日照祁連。 

（全唐詩，卷 146，頁 337） 
 
類似這樣的描寫幾乎是長城意象不可或缺的要素。沙漠橫亙萬里，宛如汪洋一樣

遼闊而浩瀚，雄偉而蒼涼。大漠、大荒暗示著荒涼、蕭條，不僅草木難以生長，

人煙也極稀少。肉體上的乾渴，心靈上的枯寂、自我的渺小、自然的偉大，都隱

藏在詩語中。塞外的沙漠往往是沙場的同義詞，松浦友久《唐詩語匯意象論》說：

「唐代詩歌裡，沙漠的意象裡重疊著戰場或戰爭意象的例子多極了。」59，大漠

浩瀚讓人發現自己的渺小和孤獨，戰場上刀劍相刃的結果，盡是白骨暴屍沙場，

讓人感到淒涼。 
 
    又沿著陳琳〈飲馬長城窟行〉：「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的水寒意象，

唐人也多有闡發，如盧照鄰〈紫騮馬〉：「塞門風稍急，長城水正寒」60，王昌

齡〈塞下曲〉之二：「飲馬度秋水，水寒風似刀」61，盧汝弼〈和李秀才邊庭四

時怨〉：「朔風吹雪透刀瘢，飲馬長城窟更寒」62等等。不管飲馬或人飲水都感

受到長城邊上異於故鄉的水寒，那冰凍的水沁人心，也傷馬骨，水寒的意象也是

長城邊塞苦寒的背景特色之一。而隴頭更成為邊地寒苦、傷離念遠的邊景之一，

隴頭在詩中不僅標誌著征人離鄉去國，步入邊塞的開始，而且征人出塞的種種情

感，塞外的種種艱辛，也借「隴頭」融入長城邊塞詩中。邊地的苦寒，久戍不歸

的境遇，也使邊地的人們有怨恨之情，張仲素〈塞下曲四首〉其四：「隴水潺隴

樹秋，征人到此淚雙流。鄉關萬里無因見，西戍河源早晚休」63、薛濤〈罰赴邊

有懷上書令公二首〉：「聞道邊城苦，今來方始知。羞將門下曲，唱與隴頭兒」
64
，

無數的征人跨越隴頭就再也沒有返回故鄉，他們怨恨的淚水就匯集成了隴頭嗚咽

的流水，如同陳陶〈胡無人行〉：「空流隴頭水，嗚咽向人悲」65，詩人借隴頭意

象將征戰的艱辛，邊塞的苦寒表現出來，而跨越隴頭的戍邊人形象就自然具有一

種悲壯的感人力量。 
 

                                                 
59 松浦友久：《唐詩語匯意象論》，（北京：中華書局，1992年），頁 149。 
60 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41，頁 132。 
61 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140，頁 325。 
62 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688，頁 1737。 
63 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368，頁 917。 
64 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803，頁 1969。 
65 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745，頁 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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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動植物意象 

 
（一）鴻雁 
 

在長城詩作中，鴻雁意象和征蓬、霜雪、寒天、北風等意象，共同經營出北

地嚴寒逼人的氣候，用以表達長期征戰的勞苦。鴻雁，秋天南去，春天北歸，成

群結隊的固定遷移現象，吸引人們的注意。李嶠有一首詠物詩〈雁〉： 

 

春暉滿朔方，歸雁發衡陽。望月驚弦影，排雲結陣行。往還倦南北，朝夕

苦風霜。寄語能鳴侶，相隨入帝鄉。（全唐詩，卷 61，頁 174） 

 

詩中將鴻雁的習性描寫得清清楚楚，鴻雁尚且知道躲避「窮朔苦」，而人卻只能

眼見成群避寒的鴻雁回還而不能回鄉，使詩人在面對蕭條的塞外景象時，多希望

自己也能像牠們一樣，頓時邊愁離恨充斥胸中，鴻雁從原本的物候意象轉為鄉愁

詩中的典型意象。根據《漢書．蘇建傳》附蘇武傳中說，漢武帝時，蘇武出使匈

奴，匈奴誘降不屈，留胡十九年。武帝死，昭帝立，與匈奴和親。漢求蘇武歸國，

謂漢得蘇武以雁足所繫之書，蘇武在某沼澤中，匈奴不得已而歸蘇武。所以後世

有「雁書」之說。鴻雁傳書是在詩人羈遊異地，在渴望得到一點家鄉消息的心態

下，看著鴻雁定期的往返，給無法還鄉的遊子一個希望，認為鴻雁可以代為傳達

書信。於是雁成為傳達音信的信差，使思鄉愁懷能有些許的慰藉。鴻雁意象也常

和秋風、落葉、轉蓬、月夜等意象交錯出現，共同經營一種鄉愁氛圍。雁的鳴聲

是有節奏的，帶有複沓回環的節律，往往緣其空間，遠距離傳導的愈益顯出由遠

而漸近，斷續飄渺的意趣，回蕩著清新陰柔之美的逸響。秋天蕭條的氣象契合詩

人內心悲涼的心境，雁的鳴聲更易牽動悲苦的情思。 

 

另外，閨怨詩中的鴻雁意象。鴻雁每年南飛、北歸，都刺激著閨中人想起「萬

里戍他鄉」的丈夫，「頻年雁度」，而征客「音信斷」，只留下自己孤伶伶的一人，

想託鴻雁稍去思念，但南去的鴻雁，卻「不肯為傳書」。鴻雁雖南來北往的奔波，

卻「年年一度歸」，可憐閨中人，只能無奈地感嘆「雁盡書難寄，愁多夢不成。」

鴻雁意象在閨怨又常和孤月、蛩、螢等意象同時出現，表現出一種深閨愁苦，淒

苦孤獨又寂寞無助的詩情。 

 
（二）馬 

 
唐詩裏長城意象組合中動植物的配合呈顯，馬是一重要的配角，王文進《南

朝邊塞詩新論》提到：「詠馬在南朝事實上是詠物的一種，但是由於馬的屬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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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馳的舞台，使得作家易於帶出一片塞上風光」66，如同王文進所言，因馬的屬

性及奔馳舞台的關係，馬是長城戰場上的另一主角，自古邊塞中即有戰馬的身

影，長城詩中融合邊塞風光和馬奮不顧身，呈現出邊塞雄壯奔馳的馬上英姿。唐

詩延續南朝詠馬的傳統，有〈紫騮馬〉、〈驄馬〉、〈飲馬長城窟行〉等樂府古題的

呈顯，如盧照鄰〈紫騮馬〉： 
 

騮馬照金鞍，轉戰入皋蘭。塞門風稍急，長城水正寒。雪暗鳴珂重，山長

噴玉難。不辭橫絕漠，流血幾時乾？（全唐詩，卷 41，頁 132） 
 

詩中既寫騮馬的英姿，也寫塞上風沙，以馬的豪氣襯托出人的壯志雄心。又李白

〈紫騮馬〉： 
 

紫騮行且嘶，雙翻碧玉蹄。臨流不肯渡，似惜錦障泥。白雪關山遠，黃雲

海樹迷。揮鞭萬里去，安得念春閨。（全唐詩，卷 165，頁 389） 
 

詩中寫馬的躊躇出塞，好似寫人的離情依依，但直到戰場，「揮鞭萬里去，安得

念春閨」，拋去私情，勇敢為國向前，有壯士一去兮不復返的決心。還有秦韜玉

〈紫騮馬〉： 
 

渥洼奇骨本難求，況是豪家重紫騮。臕大宜懸銀壓胯，力渾欺卻玉銜頭。

生獰弄影風隨起，躞蹀沖塵汗滿溝。若遇大夫皆調禦，任從驅取覓封侯。

（全唐詩，卷 670，頁 1683） 
 
詩中描寫紫騮馬的豪氣和壯志，細細刻劃馬的形體和雄壯姿態，希望若有大丈夫

的知遇，有朝一日能上戰場，建立豐功偉業。喬知之的〈羸駿篇〉更用七言長篇

雕琢戰馬： 

 

⋯⋯忽聞天將出龍沙，漢主持將駕鼓車。去去山川勞日夜，遙遙關塞斷煙

霞。山川關塞十年征，汗血流離赴月營。肌膚銷遠道，膂力盡長城。長城

日夕苦風霜，中有連年百戰場。搖珂齧勒金羈盡，爭鋒足頓鐵菱傷。⋯⋯。

（全唐詩，卷 81，頁 208） 

 
詩中寫其百戰沙場，鞠躬盡瘁的悲壯之姿，馬猶如此，人更由此烘托出其力戰沙

場，死而後已的精神和英姿。以上皆是歌詠馬的詩歌，還有更多長城詩中，馬是

不可或缺的配角，不管戰場上奮勇殺敵，飲馬休息，或壯烈犧牲，成為馬骨，「馬」

都是戰士最好的戰友，「策馬自沙漠，長驅登塞垣」，馬和戰士自始至終出入沙戰，

為國家防邊而忙，馬的忠心和任勞任怨的汗馬功勞不可忽視。又「馬」是戰士在

                                                 
66 王文進：《南朝邊塞詩新論》（臺北：里仁書局，2000年），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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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城邊上表現抱負主題的重要意象，戰士和征馬、戰馬、善馬等戰士策馬的畫面，

搭配塞外沙礫風塵，營造出一幅不畏艱難困境，仍奮勇向前的情境，象徵主角的

心志、忠勇膽識。《易經》云：「乾為馬」，認為馬是「天行健」的象徵，而馬的

特質是神清氣峻、奔馳生風，天生就是馳騁沙場的英雄象徵，因此，馬和英雄匹

配入詩，呈現陽剛壯美的意蘊。 
 
（三）塞草、白草 

 
塞草、白草、飛蓬等植物意象也是長城詩中的背景之一，「白草三冬色，黃

雲萬里愁」，以白草連天來顯示塞外草原的遼闊，而邊草的萋萋和風吹轉蓬、飛

蓬飄忽的無依無靠，都代表久戍長城的士卒一如「亂蓬無根日」，無法還鄉的心

不安定，就如飄泊的飛蓬無處可依。「朔風悲邊草」、「北風卷秋草」也代表悲秋

的意識下，荒涼的景物更令人心傷，且提醒戰士感知季節的更替，時間消逝，長

城戍守無成的苦悶，加上不知何時邊地無事，才能回鄉的想望，由失望到絶望，

更刻劃戰士真實的厭戰情緒。而「飛蓬」除代表著士卒飄流在外、無依無靠的感

覺外，也說明著不受重視、渺小如邊草的士卒們有著如飛蓬一樣堅韌的生命力，

不怕風雨的摧殘，也堅毅地適應塞外惡劣的生活環境，自立自強地活下去。由此

可見，久戍長城的小士卒實是保家衛國的堅兵，不可小看，且其堅毅的精神，令

人敬佩。 
 
（四）楊柳 

 
楊柳意象在長城詩中亦常出現，在邊塞送別或故鄉閨婦見柳思夫的內容中是

重要的意象之一。「柳」意象在中國文學的表現可遠溯自《詩經．采薇》「昔我往

矣，楊柳依依」的樣態，其後，根據《三輔黃圖》所記載，漢人送客到長安東郊

的灞橋時，便會折柳贈別，相襲至今，「柳」意象成為詩文中離別送行的代名詞。

「柳」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意謂「別離」的象徵。傳誦之後，中國人即有折柳贈別

的習俗，「柳」也與「離情」結下不解之緣。蔡玲婉《豪情壯志譜驪歌－盛唐送

別詩的審美風格》中分析： 

 

折柳贈別能成風俗的原因，一、柳與「留」諧音，贈柳有留客之意。二、

柳樹易長，地無南北，插枝即生，所謂「有意栽花花不成，無心插柳柳成

蔭」，贈柳有祝福隨遇而安之意。三、青青柳條隨風飄搖，以「青」諧「情」，

寓依依惜別難盡之情。此外，尚有以絲代思，以軟條擬柔情，以細葉狀愁

眉，以飛絮零落喻人生飄淪等等。柳，負載著豐富的情感；借柳詠別，成

為渲染離情別意的重要意象。67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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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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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人承襲以柳象徵別情的傳統，在長城詩中渲染離情。王維〈渭城曲〉：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柳色新。勸君更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全唐詩，卷 128，頁 300） 

 

詩又題作〈送元二使安西〉，敘寫當時王維送元二出使西域的情景。〈渭城曲〉中，

詩人成功的以「春雨」、「路途」、「客舍」、「楊柳」烘托出遊人將別的氣氛；雖然

渭城之綿綿春雨，似乎浥淨了四周的染塵，但本應明朗清新的景致，色調卻顯得

有些沉鬱，襯出心中複雜的情緒。最後詩人索性將原本欲述說的不捨離情與辭別

的祝福都化在一句勸酒的話語當中。明代李東陽評論曰：「後之詠別者，千言萬

語，殆不能出其意之外。」對之頗為推崇。而〈渭城曲〉在音律上因有疊唱技法，

故又稱為「陽關三疊」。杜牧〈邊上聞笳三首〉之二： 
 

海路無塵邊草新，榮枯不見綠楊春。白沙日暮愁雲起，獨感離鄉萬里人。

（全唐詩，卷 525，頁 1333） 

 
詩人以邊塞野草新發，一榮一枯之際，時光倏忽而逝，猶不見中原楊柳抽綠，帶

出征人的思鄉情懷，以綠楊柳的意象傳達出詩人的家國之思。 
 
    楊柳也會觸發閨中少婦思念征夫，楊柳抽綠的春色，提醒閨中少婦，一年又

過去了，時光消逝，征夫仍未回返，帶有淡淡的哀愁。王昌齡〈閨怨〉一詩： 
 

閨中少婦不知愁，春日凝妝上翠樓。忽見陌頭楊柳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全唐詩，卷 143，頁 331） 

詩中描寫一位丈夫遠征他鄉，少婦獨守空房，這位少婦忽見陌頭楊柳色，不過是

尋常之楊柳。楊柳在古代人的心目中，不僅僅是「春色」的代表物，同時，它又

是友人別離時相贈的禮物，古人很早便有折柳相贈的習俗。故少婦見到春風拂動

下的楊柳，一定會聯想很多。她會想到平日裡的夫妻恩愛，想到與丈夫惜別時的

深情，想到自己的美好年華在孤寂中一年年消逝，而眼前這大好春光卻無人與她

共賞⋯⋯或許她還會聯想到，丈夫戍守的邊關，不知是黃沙漫漫，還是和家鄉一

樣楊柳青青呢？題稱「閨怨」，一開頭卻說「閨中少婦不知愁」，似乎故意違反

題面。其實，作者這樣寫，正是為了表現這位閨中少婦從「不知愁」到「悔」的

心理變化過程。丈夫從軍遠征，離別經年，照說應該有愁。之所以「不知愁」，

除了這位女主人公正當青春年少，還沒有經歷多少生活波折，和家境比較優裕之

外，根本原因還在於唐代國力強盛，從軍遠征，立功邊塞，是當時人們「覓封侯」

的一條重要途徑。楊柳是長城詩中邊塞和閨怨融合的重要意象。張九齡〈折楊柳〉

也是描寫邊塞征客和閨中怨婦聯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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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纖折楊柳，持此寄情人。一枝何足貴，憐是故園春。遲景那能久，芳菲

不及新。更愁征戍客，客鬢老邊塵。（全唐詩，卷 48，頁 146） 

 
詩中描寫女子折下一枝楊柳是為了寄給在邊地從役的情人，此柳是故園中的楊

柳，可以捎去故鄉的消息，而折柳相贈也是提醒征人離別已久，盼望情人珍惜自

己的情意，女子憂慮自身青春的飄落，表達對征戍邊地情人的關愛。 
 
    以上鴻雁、馬、塞草、楊柳等動植物是長城詩中常見的景物，這些景物在詩

中渲染環境氣氛，擴大意境，深化主題，構成了一種寄託的形象美。 
 

四、戰場意象 

 
烽火、羽書、金甲、刁斗，刀劍等是長城詩中表示戰爭激烈的語彙，在長城

沿線的重要關隘，常是敵我雙方激戰的戰場，烽火、羽書都代表敵方來襲，軍情

緊急，在前線的士兵繃緊神經和敵人力戰。而刀劍和金甲、刁斗都是戰士、軍隊

的基本配件，代表戎馬戍守的生活。在這些戰場語彙交織的長城詩中，戰士離鄉

背井、別妻棄子的孤單和力拚敵人的苦辛，刀光劍影的戰地生活，都真實展現。

而士卒就在激烈的戰場上，不畏艱難，奮勇搏鬥，擊退敵人，展現豪情壯志，完

成保家衛國的抱負理想。但現實生活中又有多少人能成功完成理想抱負，「由來

征戰地，不見有人還」，激烈的戰爭下多數士兵常成為白骨和征魂。將軍建功立

業有所成就，是多少人以血淚換來的，「一將功成萬骨枯」早已言明殘酷的事實。

中晚唐之後，唐人的長城詩多是飽含血淚，痛惡戰爭的情懷。如王建〈古從軍〉： 

 
漢家逐單于，日沒處河曲。浮雲道旁起，行子車下宿。槍城圍鼓角，氈帳

依山谷。馬上懸壺漿，刀頭分頰肉。來時高堂上，父母親結束。回面不見

家，風吹破衣服。金瘡在肢節，相與拔箭鏃。聞道西涼州，家家婦女哭。

（全唐詩，卷 297，頁 744） 

 
詩中從追趕單于，夜宿山谷敍起，寫戎馬倥傯的軍旅生活。槍城、鼓角、刀頭、

箭鏃等兵器，訴說戰爭的殘忍，刀劍無眼，生命隨時有結束的時候，是感歎傷亡

的作品。 
 

    長城在歷代詩歌中的意象，最早是流傳至今的秦朝民歌：「生男慎勿舉，生

女哺用脯，不見長城下，屍骸相支柱。」，但其創造的意象，在殘酷的戰爭中熱

血男兒被無情吞没，後來一直被沿用。陳琳的〈飲馬長城窟行〉：「生男慎莫舉，

生女哺用脯，君獨不見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完全是直接的控訴，長城意

象是秦朝男兒不幸的命運悲歌。到了唐代杜甫〈兵車行〉：「信知生男惡，反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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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好。生女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是這一意象的延續。而邊塞詩人張

籍〈築城詞〉：「家家養男當門戶，今日作君城下土」，王建〈飲馬長城窟行〉：

「長城窟，長城窟邊多馬骨。古來此地無井泉，賴得秦家築城卒，征人飲馬愁不

回，長城變作望鄉堆」，都在不同程度上強化著白骨意象。顯然唐長城詩中的白

骨意象，已經程式化。又陳標〈飲馬長城窟〉云： 
 

日日風吹虜騎塵，年年飲馬漢營人。千堆戰骨那知主，萬里枯沙不辨春。

浴谷氣寒愁墜指，斷崖冰滑恐傷神。金鞍玉勒無顏色，淚滿征衣怨暴秦。

（全唐詩，卷 508，頁 1283） 

 

詩中直截了當的指控戰禍的慘重，「千堆戰骨」，死傷枕籍，無怪乎征人要「淚滿

征衣怨暴秦」，詩中厭戰的思想極其明顯，從暴秦強徵民兵築城到歷代長城戍守

爭戰，歷史的悲歌，長城邊上自古至今已成多少男兒的葬身之處。邵謁〈戰城南〉： 

 

武皇重征伐，戰士輕生死。朝爭刃上功，暮作泉下鬼。悲風弔枯骨，明月

照荒壘。千載留長聲，嗚咽城南水。（全唐詩，卷 605，頁 1534） 

 

詩中說明爭戰求功名，多半是功還未成，則人已成泉下鬼，只有悲風、明月相伴

空留遺恨。蘇拯〈古塞下〉：「百戰已休兵，寒雲愁未歇。血染長城沙，馬踏征人

骨」，雖然現今戰爭早已結束，胡漢已融合為一家，但長城上堆滿荒骨的意象，

在現實生活中，歷史的教訓仍教人省思。 

 

五、胡樂意象 

 
詩人常以樂器之音響融入詩歌之中，以聽覺的感知能力來傳達內心之所想。

《禮記．卷三七樂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

物而動，故形於聲。」68，其意認為音樂源自於人心，人的心靈受到外物的感動、

影響，故音樂在聆聽之下，感動於心。長城詩中常出現笛、笳、琵琶等樂器聲，

琵琶、笳、笛都是邊地的產物，征戍者常藉此傳達心聲。有時，笛聲以描述性語

言或者是以曲調之特性來傳達出笛聲的意境，感受上較主觀。如「胡人吹笛戍樓

間，樓上蕭條海月明」69以描述性的語言，營造出蕭瑟的氛圍，並吹響笛聲，去

激染起廣泛的共鳴。再如「羌笛梅花引，吳溪隴水情」70即是以曲調傳達悲淒，

因為「梅花落」曲調是表現衰頹，而隴頭流水其聲幽咽。而笳則是聲調淒涼哀怨，

不管是「胡笳十八拍」或「胡笳曲」對於笳樂所傳達的聽覺感受，則賦予一份「胡

                                                 
68 《十三經注疏．禮記》（臺北：藝文印書館，1993 年），頁 662。 
69 高適：〈和王七玉門關聽吹笛〉見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214，頁 506。 
70 李白：〈清溪半夜聞笛〉見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182，頁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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笳聲最悲」的定義，因此傳達出的感受多半淒厲哀傷。如「自有金笳引，能沾出

塞衣」71即是以胡笳曲表現出感染力，傳達游客思歸故土之情。而以樂器入詩的

意涵有平邊建功的豪志和戍守邊地的悲壯。男兒志在邊關迎敵奮戰，祈求一份戰

功以慰自我意志的彰顯，如「上將擁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軍行」72或是「願言

吹笛退胡兵」73都表現出立志沙場的豪情與壯志；而堅守邊塞的戰士短時間無法

回鄉，常以吹笛的方式來提振士氣或舒展內心思鄉的情懷。琵琶在邊地尋常可

見，又和昭君出塞形象結合，唐代邊塞曲或出塞曲中常結合胡地風光的景象，以

和親為主軸，將王昭君與琵琶作聯想，彰顯其中意涵。從時間的角度而言，歷史

史實事件統攝著王昭君的怨，即所謂「明妃怨中漢使回」74；若以空間而言，遼

闊的塞外變成離情的觸媒，琵琶的樂曲也成為淒苦的催化劑，正所謂「公主琵琶

幽怨多」75，有無比的感傷。 
 
人在長城異域聽見異國風情的胡樂，例如琵琶、羌笛、胡琴與胡笳，其曲調

對於戍守長城的士卒來說，足以勾起異鄉人的情愁。陳清俊《盛唐詩時空意識研

究》說： 
 

伴隨著沙漠中狂野的風沙，和戰場上蕭蕭的馬鳴，在向晚時分，或者大雪

紛飛的夜晚，每一首異國的曲調總夾雜著屬於大漠邊陲的蒼莽悲涼。琴弦

的震動，笛音的起伏，牽引詩人領略這屬於邊塞的況味，同時也觸動詩人

的記憶，那是深藏在心靈深處，雖漸淡遠卻難遺忘的過往生活經驗。76 

 

文中指出琵琶、羌笛、胡琴與胡笳等胡樂，易引起詩人領略身處邊塞異域的空間

意識和內心深處的記憶。如李頎〈古塞下曲〉：「琵琶出塞曲，橫笛斷君腸」77、

王翰〈涼州詞〉：「夜聽胡笳折楊柳，教人意氣憶長安」
78
，詩人伴隨著疲憊、厭

倦的情緒，對家鄉、故國的懷念與對邊塞生活的厭離之情便油然而生了。 

 

由以上意象組合可得知，長城邊塞的寒苦意境是由以下幾方面意象構成，如

地貌：黃沙、沙漠、水寒、隴頭等；天候：北風、冰雪、黃雲、關山月；植被：

白草、楊柳等；動物：雁、馬等；以及聲聲催人的笛、琵琶、胡笳和戰地白骨。

長城邊塞之苦所描繪的是一個戰爭殘酷、環境寒苦、戍卒痛苦的文化空間，廣及

長城、隴頭、涼州、玉門關等不同地理區域。 

                                                 
71 王昌齡：〈胡笳曲〉見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142，頁 329。 
72 岑參：〈輪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見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199，頁 467。 
73 儲光羲：〈同張侍御宴北樓〉見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138，頁 323。 
74 顧況：〈劉禪奴彈琵琶歌〉見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265，頁 661。 
75 李頎：〈古從軍行〉見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133，頁 309。 
76 陳清俊：《盛唐詩時空意識研究》（臺北：花木蘭文化出版社，2007年），頁 181。 
77 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132，頁 307。 
78 王翰：〈涼州詞〉見清曹寅等奉勅編：《全唐詩》，卷 156，頁 3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