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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杜牧的生命歷程與文學特色 

杜牧於詩文詞賦，各體兼備，在晚唐詩壇上，佔有一定的文學地位，欲研究

詩人杜牧的作品內涵，得先對其生平有一個概括的認識。對於杜牧的生平概況，

以下將分從家學淵源、仕宦之路、交遊情況、文學特色四個面向，加以論述。 

第一節：家學淵源 

杜牧，字牧之，唐京兆萬年人(今陝西省西安市)，生於德宗十九年(西元 803
年)，卒於宣宗大中六年(西元 852 年)，享年五十歲。 

杜牧的家族稱得上是高門望族，門第相當顯赫。杜牧的遠祖杜預，是西晉著

名的鎮南大將軍。先祖杜預文武雙全，事功輝煌，在武略方面：「因善於用兵，

高居將帥之列」1又因平吳有功，封當陽候。治事常繫黎民蒼生，故興修水利灌

溉，使國家百姓都能得到益處，眾人皆仰賴他，因而被稱頌為「杜武庫」。文治

方面：「耽思經籍，撰《春秋左氏傳集解》」、「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2，先

祖杜預博學多才，其所著《左傳集解》一書，流傳至今。 

杜牧的祖父杜佑，是當代著名的賢相，為人正直、博通古今，曾歷任德宗、

順宗、憲宗三朝宰相，封歧國公。杜佑精於吏治，史書說他「相民利病而上下之，

議者稱佑治行無缺」3杜佑用心治事，能根據百姓的需要權衡稅賦收支，為官任

內，風評良好。杜佑不但有政治才能，又愛好文學，雖高居宰相之職，還常常讀

書到深夜，頗重視學術研究，著有《通典》二百卷，詳考歷代典章制度，是研究

唐天寶以前典章制度的重要參考書籍。 

杜牧的堂兄杜悰，於武宗、懿宗兩朝也官至宰相。綜觀杜氏家族世代為官，

在唐朝，從開國一直到杜牧時，共有杜如晦、杜淹、杜元穎、杜審權、杜讓能、

杜黃裳、杜佑、杜悰等八人在朝為相，輔佐君王，而且都有許多傑出的政績傳世。

                                                 
1 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卷 34＜杜預傳＞，頁 673。 
2 《晉書》註本同上，卷 34＜杜預傳＞，頁 1031。 
3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卷 166＜杜佑傳＞，頁 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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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顯赫的家世，同時又兼具優異的學術傳統，這的確讓杜牧感到無比光榮與自

豪，因此在＜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云：「我家公相家，劍珮嘗丁當。舊第開朱

門，長安城中央。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4顯現出杜牧對家學的淵源及顯

赫的家世頗為自得。杜牧的遠祖在歷代都有許多優異的表現，他們或者德行高

潔；或者擅於文學，著書立說。＜上李中丞書＞中亦云：「某世業儒學，自高、

曾至于某身，家風不墜，少小孜孜，至今不怠……于治亂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

事，地形之險易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必期不辱恩獎。」5這樣的家世門風

和家族文化傳統無疑對杜牧一生有著極深遠的影響。 

杜牧受其祖父杜佑的影響相當大，在杜佑的子孫十餘人中，只有杜牧能繼承

其經世致用之學而加以發揚。嘗謂「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6，指的就是他

祖父杜佑撰著的《通典》二百卷，杜牧生平留心當世之務，論政談兵，卓有見地，

就是自幼耳濡目染的家學傳統。杜牧十歲時祖父杜佑去世，不久父親杜從郁也因

病辭世。從此家道中落，生計陷入困頓，身為家庭中的長子，自然而然的肩負起

照顧弟妹的責任。此時，他深切的感受到了生活的壓力，在＜上宰相求湖州第二

啟＞中回憶自述道：「奔走困苦，無所容庇，歸死延福私廟，支拄欹壞而處之。

長兄以驢遊丐于親舊，某與第顗食野蒿藿，寒無夜燭，默所記者，凡三周歲」7，

這段經歷對當時年僅十餘歲的杜牧可算是沉重的生活負荷。然而，杜牧在生活重

擔與世家傳統責任之下，即使面臨仕宦之途不甚順遂，亦未改變其直道事人的性

情與經世濟民的懷抱，這大概是源自於對家族血統的堅持與實踐吧！ 

 

第二節：仕宦之路 

杜牧少年科第，二十六歲在東都洛陽應進士舉，以第五名及第。同年，又在

長安應制舉登科，以第四等及第，授官為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從

此杜牧便踏入了仕宦之途。   

杜牧雖出身名門望族，亦擁有優良的家學傳統與高尚的經國抱負，但仕宦之

途一路走來並不順暢。從杜牧於文宗大和二年（西元八八二）中進士，解褐入仕

至宣宗大中六年（西元八五二）五十歲去世為止，這當中有三次任幕府吏，大約

                                                 
4 杜牧：《樊川文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2004 年初版)，卷 1＜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頁 9。 
5 《樊川文集》註本同上，卷 12＜上李中丞書＞，頁 183。 
6 《樊川文集》註本同上，卷 1＜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頁 9。 
7 《樊川文集》註本同上，卷 16＜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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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時間；又有三次回朝任官的經歷，但前後不足八年；從四十歲起，便長期外

放，出任地方官了，一直到四十六歲才遷調回京，任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一

年後，自動請求外調為湖州刺史。四十九歲內升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回長安後，

杜牧修治了樊川別墅，常與親友遊賞其中。五十歲拜中書舍人，這是一個相當清

要的官職。然而就在這年冬天，杜牧患病，他自感將要辭世，便寫了一篇＜自撰

墓誌銘＞，不久即病逝，終年五十歲。 

 杜牧為官的過程中，曾三為幕僚，先後在沈傳師江西宣州幕、揚州牛僧孺

幕、崔鄲宣州幕，聘為幕府吏約計十年的歲月。這十年間杜牧除了處理簿書公務

外，亦常流連於江南美景、歌樓舞榭之中，《樊川文集˙上刑部崔尚書狀》云：「十

年為幕府吏，每促束於簿書宴遊間」8文中指的就是這段時期，尤其是在揚州的

風華生活，為他「贏得青樓薄倖名」9。 

然而，杜牧三為朝官的仕宦歷程中，起起伏伏。杜牧三十三歲，一度升任監

察御史，一心希望能輔佐朝政，一展長才。可惜，造化弄人，因往視失明的弟弟

杜顗，假逾百日而去官，只好重作幕僚。三十七歲至三十九歲，在長安任左補闕、

史館修撰，後又轉膳部、比部員外郎。四十歲起，開始外調為地方官，離京赴任。

一直到四十六歲才遷調回京，任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 後一

次，杜牧四十九歲時，由湖州刺史入為考功郎中、知制誥，次年拜中書舍人。杜

牧在朝為官，前後不足八年，時間斷斷續續、又極短暫，實難有所作為，故至銳

氣漸銷，抑鬱而終。 

杜牧四十歲至四十八歲期間，歷任黃州、池州、睦州、湖州刺史，這是他仕

途 黯淡的時期，他正值壯年有所圖為的階段，本可施展抱負、建功立業，卻被

排斥出京，外調僻守州郡。此時他懷才不遇的感慨發而為詩：「江城三詔換魚書」、

「賈生辭賦恨流落」10、「砌下梨花一堆雪，明年誰此憑闌干？」11杜牧由京官外

放，未能在仕途上飛黃騰達，心中當然有所怨憾。《樊川文集˙祭周相公文》中

曾悲憤言及：「會昌之政，柄者為誰？忿忍陰汙，多逐良善。牧實忝幸，亦在遣

中。」12經過這種挫折磨難，杜牧的英銳之氣幾乎消磨殆盡。雖然外放黃州，對

他來說是一次重大的變故，但是杜牧是個具有政治才幹的人，不論在京城或在地

方作官，都能替百姓興利除弊，如其在黃州、池州任內，或取消吏員、里胥歲時

伏臘公取於民的陋規；或免除苛捐雜稅，減輕百姓負擔；或打擊貪官污吏、整頓

官紀民風、興修水利等，政績都很突出，足見其政譽良好，關切民生的一面。 

                                                 
8  杜牧：《樊川文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2004 年初版)，卷 16＜上刑部崔尚書狀＞，頁 239。 
9  杜牧撰、馮集梧注：《樊川詩集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1983 年)，外集＜遣懷＞，頁 369。 
10 《樊川詩集注》註本同上，卷 2＜朱坡絕句三首＞之一，頁 169。 
11 《樊川詩集注》註本同上，卷 3＜初冬夜飲＞，頁 234。 
12 杜牧：《樊川文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2004 年初版)，卷 14＜祭周相公文＞，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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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身處晚唐政局多變的時代，內有官宦專權、藩鎮割據、牛李黨爭；外有

吐蕃作亂、回鶻侵邊佔地，時值內憂外患不斷，致使國勢日益衰頹，民不聊生。

杜牧承繼家學，有經邦濟世之志，留心時務，談兵論政，多有見地，對「于治亂

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易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13都頗有研究。

他認為當務之急在削平藩鎮，安定社會，鞏固邊疆，收復失地，所以提出「見其

樹立其國，滅亡其國，未始不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識之士，則必樹立

其國也；壯健擊剌不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兵為為大」
14的看法，主張用武力削平藩亂，反對朝廷的姑息政策。由此可見，杜牧具有政

治遠見以及卓越的謀略，理當可以一展雄心抱負，只可惜夾在激烈的牛李黨爭之

中，雖然與牛黨親近，但始終不曾有明顯的黨派傾向，其政治理想反倒是與李德

裕相近，在會昌年間，回紇、澤潞為患，杜牧曾上書論用兵策略，亦獲李德裕采

用，取得軍事上的勝利。雖是如此，但杜牧還是不斷的受到排擠，並未得到應有

的重視，又加上其個性剛直有奇節，不逢迎屈尊，故一生都無法跳脫黨爭所受到

的牽連。 

縱觀杜牧為官的過程，可說是幾度宦海浮沉，無疑坎坷困頓，但是杜牧不忮

不求，始終以直道事人，不肯趨附世俗，又敢於論列時事，即使遭受到無理的排

斥，也不因私廢公，仍能秉持優良家風，為國為民，貢獻一己之力。杜牧在仕途

上，雖然未能像先祖那樣擁有輝煌的成就，但是他這種積極用世的精神特質與敢

言直諫的行事風格，當也無忝於先人，而相對於晚唐的其他詩人，更為傑出。 

 

第三節：交遊情況 

杜牧一生交遊並不廣闊，考本集及其他載籍所記，約有八十三人15。杜牧性

格剛直耿介，嫉惡如仇，知己朋友如李甘、李中敏等人也都是直諫敢言、不畏強

權之士。張祜則為杜牧詩酒之交，性情放浪不羈，與杜牧相似。杜牧十分賞張祜

的詩才，故對白居易提攜徐凝而貶抑張祜，深感不平。 

其他交遊尚有趙嘏、許渾等晚唐著名的詩人。此外，與崔鄲、沈傳師、牛僧

孺等政壇要人的交誼，亦可見於詩作之中。如＜奉和門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領印

                                                 
13 杜牧：《樊川文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2004 年初版)，卷 12＜上李中丞書＞，頁 183。 
14 《樊川文集》註本同上，卷 10＜注孫子序＞，頁 151。 
15 王先漢：＜杜牧交遊考＞，《中華學苑》第 6 期 (1970 年 3 月)，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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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鎮全蜀詩十八韻＞中，對崔鄲以宰相的身分，出任西川節度使入蜀後，治蜀的

政績加以稱頌。而杜牧心目中崇仰的古人，無非是春秋戰國的范蠡、屈原；漢代

的賈誼、汲黯、朱雲、張綱以及唐代陽城等憂國憂民、直言敢諫之士。可見，杜

牧欲效法先賢烈士建功立業，其滿腔雄心抱負，不言而喻。 

杜牧所結交的政壇友人，一如心目中崇仰的古人，無非是春秋戰國的范蠡、

屈原；漢代的賈誼、汲黯、朱雲、張綱以及唐代陽城等憂國憂民、直言敢諫之士。

可見，杜牧欲效法先賢烈士建功立業，其滿腔雄心抱負，不言而喻。 

沈傳師對杜牧諸多提攜，其父沈既濟與杜牧祖父杜佑友善，兩家世交通好，

而沈傳師年少時為杜佑所器重，並娶杜佑親戚馮氏女為妻。大和二年(830)，沈

傳師以尚書右丞外放為江西觀察使，並且辟召杜牧為江西團練巡官。另大和四

年，沈傳師調任宣州，杜牧又跟隨他到宣州，杜牧在沈傳師幕府下，前後有四年

半之久。杜牧後來還時常懷念跟隨沈傳師的那段日子，在諸多詩篇中可以得見。 

杜牧也曾任牛僧孺的幕僚，頗受他重用及關照16，而杜牧對牛僧孺也懷有深

厚的知遇之恩。他在牛僧孺生前死後都有詩文歌頌他的為人及功績17。另杜牧又

與牛派人士往來，但他並不能歸入牛派。杜牧本身並無參與黨爭之意，但卻夾在

牛、李之間，深受其害18。可見杜牧與牛、李兩黨人士皆有往來，他與牛僧孺私

交好，但政治理想卻與李德裕相近。他懷著報國的熱忱，大多時候思想皆能不為

牛李黨爭所限制，而以國家大局，黎民蒼生為重，積極的想再現盛唐時期的理想

社會。但實際上，卻無法跳脫黨爭所帶來的仕途上的困蹇。 

由於杜牧對於男女之間的交往，一向較不拘小節，也較開放，故其所接觸的

女性有紫雲、杜秋娘、張好好，及眾多娼樓歌妓。因此寫有不少以婦女為題材或

以婦女有關的詩歌，如＜杜秋娘詩＞、＜張好好詩＞等，杜牧對此等不幸的女子

尤其表示同情，所以詩中所流露出來的感情是嚴肅的、真摯的，絕無對待風塵女

子那種輕佻的感覺。 

杜牧一生交遊的層面頗廣，舉凡政壇人物、文壇人士、莫逆之交、歌妓女子

等，不論交情深淺，都能以真心誠意相對待。 

 

                                                 
16 李昉編：《太平廣記》卷 273＜杜牧篇＞載牧艷游揚州，牛僧孺派人密護，收於《叢書集成 3
編第 70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6 年)，頁 134-135。 
17 杜牧：《樊川文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2004 年初版)，卷 4＜寄牛相公＞詩及卷 7＜唐故

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志銘＞，頁 83、114-119。  
18 傅錫壬：《牛李黨爭與唐代文學》：「杜牧雖與牛僧孺、李德裕間，各有恩怨，但事實昭然可稽，

杜牧本身並無參與黨爭之意，但卻受黨爭之害。」 (臺北：東大書局，1984 年)，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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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文學特色 

杜牧才學橫溢，詩文雄放豪邁，人稱「小杜」，與李商隱齊名，均好近體，

後人常把兩人的作品與李白、杜甫相比，故又有「小李杜」之稱。 

杜牧是個全方位的創作者，於詩文詞賦，各體兼備，無一不稱美。洪亮吉《江

北詩話》謂：「有唐一代，詩文兼擅者，惟韓、柳、小杜三家」19可見杜牧是個

多才多藝的文學家。同時代的李商隱對杜牧亦推崇備至，在＜杜司勳＞中云：「高

樓風雨感斯文，短翼差池不及群。刻意傷春復傷別，人間惟有杜司勳」20詩文中

頗能以知音相許。杜牧詩文皆能，並非全靠天賦，他的學習面向極為寬闊，詩文

的題材也頗為廣泛，內涵豐富，又能獨樹一格，他「運用卓越的才華，與豪健的

情性，為自己的詩創造了獨特的面目」21迥然超拔於晚唐委靡柔麗的詩風之上。 

能體現杜牧文學成就的就是他的詩歌。前人評價他的詩「情致豪邁」22、「雄

姿英發」23杜牧亦自云：「某苦心為詩，本求高絕，不務奇麗，不涉習俗，不今

不古，處於中間」24這是他在詩作上所抱持的態度。所謂「不務奇麗」是指不專

求詞藻上的艷麗，更要求情理上的表現；而「不涉習俗」是表明不滿於當時的「元

和詩體」流於淺露鄙俗，變成眾人交口相傳的流行歌曲，對善良的民風，恐怕會

造成不良的影響，所以責斥元白的詩為「淫言媟語」、「纖艷」之作。杜牧雖不滿

意當世的詩風，但是並不主張一成不變地蹈襲古人，也不願囿於俗尚，故其詩雖

學屈、宋，又以杜甫為楷模，卻絕不因襲前人，而是吸取古人的優點，加以融化

之後，再用自己的語言，展現出獨特的風格，所謂「不今不古，處於中間」就是

這個意思。所以，杜牧能在講究唯美艷麗的晚唐詩風中，仍能秉持「不務奇麗，

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的文學觀念及創作法則，而自成一個豪邁俊爽

的高絕風貌，實在不是同時代的其他詩人所能比擬的。 

杜牧詩七絕與七律成就 高。其七絕言簡意豐，格調高華，管世銘《讀雪山

房唐詩序例》謂：「杜紫微天才橫逸，有太白之風，而時出入於夢得，七言絕句

一體，殆尤專長。」25楊慎《升庵詩話》卷十一亦云：「絕句本自近體而意實遠……

                                                 
19 洪亮吉：《北江詩話》(臺北：廣文書局，1971 年)，卷 2，頁 52。 
20 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第 2 冊＜杜司勳＞，頁 875。 
21 顏崑陽：《杜牧》(臺北：國家書店，1982 年)，頁 136。 
22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卷 166＜杜牧傳＞，頁 3959。 
23 劉熙載：《藝概》(臺北：廣文書局，1964 年)，卷 2，頁 10。 
24 杜牧撰：《樊川文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2004 年初版)，卷 16＜獻詩啟＞，頁 242。 
25 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凡例》，見《粟香室叢書》(1894 年刊本)，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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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之所偏長獨至……遺響則杜樊川。」26杜牧的七絕能將鄉思離愁的細膩心

理、古今歷史的史實史事綰串在短章絕句中，藉由蘊藉之詞語，傳達出俊朗清麗

的雋永風味，繆鉞評其絕句時說： 

杜牧善於運用絕句詩體，在短短的兩句或四句中，寫出一個完整而幽美

的景象，宛如一幅畫圖，或者表達深曲而醞藉的情思，使人玩味無盡，

而音節頓挫上，尤其安排得好27 

至於五絕，不論寫景或抒情頗具風致。無怪乎楊慎在《唐音癸籤》卷十中將杜牧

與王昌齡、李白、劉禹錫並舉，稱其為「絕句大家」28。 

杜牧可說是第一位大量採用七絕形式寫作詠史詩的詩人29，而且突破演繹史

事或借史抒懷的傳統，直接以議論的筆法評斷史事，甚或寓人物褒貶於其中，論

其內容或表現手法都有創新之處，呈現了晚唐詠史詩的另一種風格，其詩如＜過

華清宮＞三首、＜赤壁＞等作均膾炙人口。杜牧擅於擷取史事以評論得失，有時

又會化議論於形象之中，凝煉含蓄，顯得匠心獨運，別出新意，對史論或七絕詠

史詩體之發展與確立，扮演極為重要的作用，亦且影響宋代「以議論入詩」的風

氣，故論史絕句被稱為「二十八字史論」30。 

杜牧的七律融寫景、抒情、議論於一爐，極具現實感，富含神韻，薛雪《一

瓢詩話》說杜牧的七律「直造老杜門牆」31，對杜牧的七律給予極高的評價。楊

慎《升庵詩話》亦謂：「律詩至晚唐, 李義山而下，惟杜牧之為最。宋人評其詩

豪而艷，宕而麗，於律詩中特寓拗峭，以矯時弊，信然！」32其律詩豪宕艷麗中

別有一種瀟灑率真的風韻。至於古體則多五言長體，如＜杜秋娘詩＞、＜張好好

詩＞、＜感懷詩＞等古樸純厚，有太白遺風。杜牧各種詩體兼備，尤長於七絕、

七律，古體罕少，且略欠精醇。   

杜牧律絕中寫得 有特色的當屬詠史懷古和寫景抒情的詩作。杜牧的詠史

詩，具有鮮明的史論精神及濃厚的憂患意識，以其卓越的歷史眼光，藉詠史諷諭

時政，筆鋒犀利、立意奇絕，喜用翻案手法，常出人意表，其不落窠臼、勇於創

                                                 
26 楊慎：《升庵詩話》卷 11，輯自胡震亨《唐音癸籤》卷 10 (叢書集成，1935 年)，頁 85。 
27 繆鉞：《繆鉞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5 卷＜杜牧研究＞，頁 281。。 
28 胡震亨：《唐音癸籤》卷 10，引楊慎論唐人絕句：「擅場則王江寧，驂乘則李彰明，偏美則劉

中山，遺響則杜樊川。」(王江寧指王昌齡，李彰明指李白，劉中山指劉禹錫)，(臺北：木鐸出版

社，1982 年)，頁 100。 
29 劉曾遂：＜略論杜牧詠史詩七言絕句＞，《唐代文學研究》第 6 輯 (廣西師範大學，1996 年)，
頁 482 
30 許顗：《彥周詩話》，頁 11，見《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31 薛雪：《一瓢詩話》收入《清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 年)，頁 26。 
32 楊慎：《升庵詩話》，見《叢書集成》(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卷 11，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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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筆意，可說是前代所無，形成杜牧的獨特風格33。另外，杜牧的寫景抒情之

作，清新俊逸，是他詩歌成就的另一個高峰，其筆下的自然山水景物，具有鮮明

清新的個性，情景交融，締造出一個優美的景象，構圖清晰，色彩線條多變化，

具有詩情畫意的美感，如，＜江南春絕句＞：「千里鶯啼綠映紅，水村山郭酒旗

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樓臺煙雨中？」34詩人即景抒情，把懷古思緒與江南

美景兩相綰合，景致如畫，意境幽緲高遠。又如傳誦不絕的＜泊秦淮＞：「煙籠

寒水月籠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女不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35將秦淮

夜景與傷時憂國聯在一起，沈德潛譽為唐人七絕的「壓卷之作」36 。 

另則，杜牧亦有不少女性閨怨之作，含蓄蘊藉，別有情致，如＜秋夕＞、＜

奉陵宮人＞、＜贈別＞等詩，詩中多藉由女性的身體形象，敘述出女性被禁錮的

青春與等待的落寞之情，頗能同情女性不幸的遭遇。杜牧有部分詩作，描寫與歌

樓酒女感情的浪漫生活，因此常被人看成是無行文人，然唐代文人出入歌樓酒

館，本是正常社交，舉士們在登第入仕前後，徵歌逐舞，狹邪冶遊，實是一種很

普遍的風氣。37又杜牧幼年在樊川的生活，養成他的貴族氣息，及放浪不羈的倜

儻個性，加上十年的幕府生活，常流連歌樓妓館，助長其纏綿悱惻、輕倩秀艷之

作。杜牧部分女性題材詩雖被評為艷情詩，但卻不同於當代輕薄淫蕩之作。杜牧

自己就曾批評元和體詩歌「纖豔不逞」、「淫言媟語」38，與元和體不同的是，杜

牧的艷情詩樂而不淫，呈現真摯率性之情，描寫女性心理的感情顯得深摯細膩，

又能對歌妓這樣社會下層婦女的命運表達出高度的關注，藉著詩筆寫出她們不幸

的遭遇，因此不當以艷情概論，而忽略了它們的價值。 

綜合而論，杜牧確實詩如其人，既雄姿俊邁，又深情繾綣。詩集中俱見其感

時撫事，寓旨深遠之作，既能抒寫廣闊的現實題材，亦能歌詠曲婉有致的篇章。

不惟長篇鉅製如此，即使短如五、七言詩，亦能耐人尋味。胡震亨《唐音癸籤》

卷八引徐獻忠言：「牧之詩含思悲淒，流情感慨，下語精切，含聲宛轉，而抑揚

頓挫之節，尤其所長。以時風委靡，獨持拗峭。」39胡氏所言，大體反映出杜牧

詩的特色。據胡應麟《詩藪》外編記載：「晚唐詩文集共一百三十七家，其中較

為著名的也有二十人之多，最為著名要屬杜牧、李商隱、溫庭筠、許渾。」40胡

                                                 
33 鄭文惠：《杜牧詩選》(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0 年初版)，頁 10。 
34 杜牧撰，馮集梧注：《樊川詩集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1983 年)，卷 3＜江南春絕句＞，

頁 201。 
35 《樊川詩集注》註本同上，卷 4＜泊秦淮＞，頁 273-274。 
36 沈德潛：《唐詩別裁》(香港：商務書局，1961 年)，卷 2，頁 138。 
37 孫棨：《新校北里志》(臺北：世界書局，1959 年)，＜序＞，頁 22-23。 
38 杜牧撰：《樊川文集》 (臺北：漢京文化事業，2004 年初版)，卷 9＜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

李府君墓誌銘＞：「嘗痛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

於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

不得用法以治之。」，頁 137。 
39 胡震亨：《唐音癸籤》(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 年)，卷 8，頁 75。 
40 胡應麟：《詩藪》(臺北：廣文書局，1973 年)，＜外編＞，頁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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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麟在論及他們的詩風時說：「俊爽若牧之，藻綺若庭筠，精深若義山，整密若

丁卯，皆晚唐錚錚者。其才則許不如李，李不如溫，溫不如杜。」41胡氏在比較

中，指出杜牧與諸詩家所不同的就是雄姿英發的俊爽詩風。 

杜牧的散文數量可觀，凡論、書、啟、序、傳、記、銘、狀等近二百篇，在

內容上能夠緊扣現實，具見其在政治、軍事方面的卓越見識，還有一些關心民間

疾苦的文章，也都能兼有鮮明的愛憎喜怒和強烈的現實意義，在藝術上取得了很

高的成就。其文或針對現實，有感而發，如＜罪言＞、＜原十六衛＞、＜戰論＞、

＜守論＞等；＜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啟＞，則提出對回鶻南侵的對策，受到宰相李

德裕的接納；另還有關心民生疾苦之作，如＜同州澄城縣戶工倉尉廳壁記＞等。

總體來說，杜牧散文筆力矯健、意象縱橫，有些篇章較為通俗、自然感人，如＜

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內容描寫早年兄弟們在貧困中相濡以沫的感人情景，其

中有一段寫道： 

言念病弟喪明，坐廢十五年矣，但能識某聲音，不復知某髮已半白，顏

面衰改。是某今生可以見顗，而顗不能復見某矣，此天也，無可奈何。

某能見顗而不得去，此豈天乎！而懸在相公。若小人微懇終不能上動相

公，相公因憫終不下及小人，是日月下親兄弟終無相見期。42 

此文中表達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為盲弟的衣食照顧多盡些心力，具見其真切

的手足之情，讀後不能不為之動容。 

綜觀杜牧一生的行事風格與文學成就，均超拔卓絕、不隨俗世浮沉，自外於

晚唐委靡之文風，而能自創獨特的風姿，論其詩文其人品，均堪稱晚唐大家，是

值得品究的詩人。 

                                                 
41 胡應麟：《詩藪》(臺北：廣文書局，1973 年)，＜外編＞，頁 549。 
42 杜牧：《樊川文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2004 年)，卷 16＜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頁 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