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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唐詩和宋詞自古以來就被稱為中華文學史上的「雙絕」，代表

著中國古代文學的兩座高峰。長久以來，唐詩宋詞中展現出的語

言美、意境美、音樂美，不斷地衝擊著一代又一代讀者的心靈。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革，詩詞創作在中國文壇的地位，逐漸被戲

曲、小說、散文等新型文學體裁取代，而傳統國學當中的華麗瑰

寶因此遭逢關注的低谷。

傳承卓越，經典永駐。即便詩詞創作已經不再佔據當前中國

文化體裁的主導地位，但其精緻凝練、朗朗上口的文學特性，依

然具備非常強大的傳播性。就如同宋玉在應對楚王詰問時所說的

那樣：「天下最美麗的佳人都不如楚國女子，楚國佳麗又都比不上

我家鄉的姑娘，而我家鄉最美的那一位，就是住在隔壁的那位少

女。」中國詩詞的高峰，其實也可以用宋玉的類比：「世界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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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都來自中國；中國最好的詩詞，都出自唐宋。」魯迅先生也

曾說過：「中國的詩歌，在唐代就已經被人做完。」從這裡我們可

以看到，中國詩歌在唐朝其實就已經走到自己的巔峰歲月。僅僅

在李唐王朝統治的近三百年時間裡，就先後湧現出兩千多位為後

世留下精美詩句的創作者。這其中，既有李白、杜甫、白居易這

樣不世出的文壇巨匠，也有「孤篇蓋全唐」的張若虛；既有溫婉轉

折的李商隱，也有輕盈灑脫的劉禹錫。一時間，眾多詩壇驕子百花

齊放，將中國的古詩創作推向了頂峰，也推向了世界。

唐代之後，中國主流文學體裁發生了變化，詞的創作逐漸取

代詩歌成為最流行的文學體式。在這一時期，蘇軾、李清照搖旗

吶喊，辛棄疾、范仲淹躍馬揚鞭，更有柳永、晏幾道等人獨當一

面，使得大宋文壇星光璀璨、熠熠生輝。期間，不光有李清照「綠

肥紅瘦」的惜字如金，也有蘇東坡「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的哲理佳句，更有柳永「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惹禍名篇」。

可以說，遍觀兩宋，是中國古代詞創作的巔峰時期，此間湧現的文

人雅士對於詞文化的研究和展示，都是遠遠超出其他歷朝歷代的。

當然，詩詞創作，除了超乎常人的語言天賦，同時還需要豐富

的生活閱歷。正如辛棄疾在《醜奴兒．書博山道中壁》中所說的那

樣：「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

假如李白沒有經歷過出入皇宮的大起大落，他很可能無法寫出《將

進酒》這樣的名篇；假如辛棄疾沒有沙場抗金的戰爭體驗，他很可

能也得不到「醉裡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這樣的千古佳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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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總是源於生活，但終究還是要高於生活的。而通過對古代詩歌

辭賦的深入解讀，我們也能夠走進創作者所處的時代，觸碰到唐宋

兩朝起落沉浮的時代音弦。

本書選取了中國古代詩詞創作最為繁榮的唐宋兩朝作為時代

背景，內中收錄數十首名家名作，選取不同的視角來闡釋、解析當

年與這些詩詞有關的人或者事。本書共分八章，分別按照不同的

詩詞體裁，以「樂府詩詞」「律詩」「山水田園詩」「邊塞詩」「浪漫主

義詩歌」「現實主義詩歌」，以及「婉約派詞」和「豪放派詞」為不同

出發點，選取該類別當中最為經典、傳唱程度最為廣泛的詩詞篇

章進行解讀。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千百年前的詩詞巨人，都

已經離我們遠去了，但經由他們筆墨輕點而流傳後世的詩情畫意，

卻是永不消弭的。在這裡，我們以新穎的視角，多方位還原、展現

相關詩詞作品的創作歷程，文字力求簡潔明快，深入淺出，相信能

夠帶給讀者美好的閱讀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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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樂府譜寫歷史： 

秦淮有水水無情， 

還向金陵漾春色



秦漢時期，樂府詩歌的創作來源主要是民間

歌謠和上古傳說。到了唐宋時期，大量時代元素

被融入到樂府詩的創作當中，由此形成了這一時

期赫赫有名的「新樂府」。

可以說，唐宋時期的樂府詩歌，是有著深刻

的時代烙印的。從劉希夷的「年年歲歲花相似，

歲歲年年人不同」，到溫庭筠的「秦淮有水水無

情」，這些名篇既洋溢著唐宋兩朝與眾不同的時

代風華，又展示了創作者高超的文學造詣。

不過，就橫向對比來說，在「唐推詩，宋推

詞」的時代背景下，唐宋兩朝的樂府體詩歌創

作，還是相對較少的，能夠流傳後世的，也都是

中古文學史上的典藏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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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赫有名的「因詩殺人」是否確有其事？

自古「文人相輕」。研究學術、讀詩書的人往往在內心

深處都帶著一點點輕狂與自戀，這也就容易在與人交往時

引發矛盾。歷史上，兩個彼此看不順眼的讀書人見面不理

不睬的有，張嘴就罵的有，甚至一個眼神不合直接打起來

的也有。但是無論如何，在封建聖賢文化的訓誡下，讀書

人之間的爭鬥都是點到即止，而因為一句詩而殺人，同時

被殺者還是自己外甥的，恐怕除了宋之問以外，就再找不

出第二人了。那麼，宋之問是否真的為了一句詩而殺害了

自己的外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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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的觀點是這樣的。大約在永隆元年（公元 680

年），宋之問正在家中吟詩作畫。這個時候，外甥劉希夷的

登門造訪卻讓他的心緒再也難以平復。原來，劉希夷帶來

了一首詩想要同舅舅探討，而這一首詩，就是後來名滿天

下的《代悲白頭翁》。和自己的舅舅有所不同的是，雖然劉

希夷的詩名和才華在當時頗受推崇，但他對做官卻沒有多

大興趣，對於朝廷的委任屢屢推辭。這讓宋之問這個做長

輩的頗為不滿。

然而，當宋之問接過詩作看過之後，馬上就折服了：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

洛陽女兒惜顏色，坐見落花長歎息。

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

已見松柏摧為薪，更聞桑田變成海。

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紅顏子，應憐半死白頭翁。

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

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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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祿池台文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

一朝臥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

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

但看古來歌舞地，唯有黃昏鳥雀悲。

尤其是「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一句，宋

之問讀來愛不釋手，並且將詩稿緊緊攥在手裡不肯歸還。

過了好一會兒，宋之問才慢悠悠地對外甥說：「這首詩我看

了，寫得很好，不過還是有值得切磋的地方。今天天色有

點暗了，詩文看得不是很清楚，先在舅舅這裡放一放，你

先回去，過幾天再還給你吧。」

聽了這樣的話，劉希夷以為是舅舅不願意留自己吃飯，

於是馬上起身告辭。然而，一連幾天過去了，宋之問卻似

乎早已經將指點詩文的事情忘在了腦後。不得已，劉希夷

只好再一次登門拜訪。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一次見面，

宋之問似乎熱情了許多，不但招呼家人準備了一桌酒席，

還狠狠地誇了外甥一番。等到酒過三巡，宋之問看似無心

地問了一句：「庭芝，你的學問大有長進，但是光有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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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做官也是不行的。舅舅準備把你的詩獻上去，幫你博

一個前程。」

對於這樣的打算，劉希夷自然是嗤之以鼻的，他毫不

猶豫地拒絕了這個提議，並且說道：「我和舅舅幾乎同榜中

舉，如果當初有心做官，恐怕如今也不在舅舅之下。」

聽了劉希夷的話，宋之問頓時感到臉上無光，但是他

沒有表露出來，而是繼續說道：「這麼好的文采，卻不願意

好好做官，豈不是浪費了？你要真沒這個心思，不如就把

這首詩讓給舅舅，如何？」

可以想像，劉希夷這樣一個連做官都不放在眼裡的清

流，對宋之問的提議是根本不會理會的，舅甥二人的宴席

自然也是不歡而散。然而，對於劉希夷不肯出讓詩稿的決

定，宋之問卻沒有死心。幾天後，他又讓自己的門客去找

劉希夷，詢問讓渡這首《代悲白頭翁》的可能性。劉希夷的

態度依然非常強硬：研究可以，但是要把自己的詩作讓給

別人，絕對不行！

一方面，是宋之問對絕佳詩稿的朝思暮想；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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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詩稿作者的決不妥協。一來二去，宋之問也耐不住性子

了，因為詩稿本來就是一件流通性的文化產品，一旦事情

鬧大，或者對方公佈了出去，自己就算有再大的能耐也無

濟於事。再想想平時劉希夷總是一副自視甚高的樣子，宋

之問終於對自己的外甥動了殺念。不久，宋之問吩咐自己

的門客將劉希夷騙到一面土牆下，用裝滿黃泥的布袋將其

砸死。可憐劉希夷年少成名，才華橫溢，卻在年僅三十歲

的時候就慘遭橫禍，而下毒手加害他的，竟然還是他的舅

舅！在殺害了外甥之後，宋之問馬上將那首讓自己日思夜

想的《代悲白頭翁》據為己有，僅僅更改了詩句當中幾個他

認為「可修改」的字，就公佈了。

然而令宋之問想不到的是，他「因詩殺人」這樣一件

見不得人的事情，被知情者泄漏了出去，並且被史書記錄

在案，成了令後世不齒的罪行。關於劉希夷的慘死，唐朝

人劉肅在其《大唐新語》中稍顯含糊地記錄了「或云宋之問

害之」幾個字。而在韋絢編著的《劉賓客嘉話錄》當中，這

一慘案的經過也就更為豐富了：「⋯⋯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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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懇乞，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再往後，

歷朝歷代的史書、稗官野史當中，都採信了這一說法，那

就是宋之問非常喜歡《代悲白頭翁》，為了將詩作據為己

有，不惜痛下殺手，害死了自己的外甥。

實際上，對於宋之問是否真的製造過這樣一個慘劇，

後世研究者也是存有不同意見的。從史料上看，劉肅的《大

唐新語》是迄今為止發現最先提到宋之問「殺甥奪詩」的文

獻，而這本書當中模稜兩可的「或云」一詞，實際上就是一

種猜測之辭。而《大唐新語》從內容上來講，又帶有強烈

的小說色彩，其真實性必然要大打折扣。韋絢的著作雖然

從前因後果上講得很明白，但他畢竟是距離當年那齣慘案

一百年後才出生的人，同樣也缺乏絕對的權威性。

更為重要的是，在宋代歐陽修等人合力編著的《新唐

書．宋之問傳》當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值得人深思：「甫冠，

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再翻看宋之問自己的文章，

「天授元年（公元 690年），敕學士楊炯與之問分直於洛城

西」，這兩篇文獻當中的「分直」都是入直習藝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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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甫冠」，即剛滿二十歲。這些信息基本上就確定了宋之

問應該出生在公元 670年前後。對比一下劉希夷上元二年

（公元 675年）中舉時「二十五歲」，就應該能推算出，宋

之問比自己的外甥是小二十歲的。劉希夷三十歲時死於非

命，那麼當時一個年僅十歲的孩童，又是如何「謀財害命」

的呢？

另外，宋之問如果真的對自己的親人下了殺手，這種

傷害人倫的行為又如何能夠逃脫官司且還能安穩做官的

呢？尤其是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文人墨客往往都是紅透

半邊天的，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會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關注，

在眾目睽睽之下想要殺人奪詩，恐怕不光是禮法不容，就

只怕作案條件都是不具備的。更何況，現代能夠查閱的資

料當中，也沒有一星半點關於宋之問被「刑訊下獄」的記

載。也就是說，官方根本沒有他違法犯紀的史料。

所以，無論是史料記述的權威性，還是按照史書推測

出的當事雙方年齡，抑或官方遺留的公文，都難以支撐宋

之問殺害他人奪取詩稿的惡行。而關於宋之問「因詩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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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很可能是以訛傳訛的錯誤刊載，也可能是由於唐

人對於宋之問當年諂媚權貴、品行低劣行為過於厭惡而臆

想、捕風捉影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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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有水水無情」僅指的是地方名嗎？

在遭逢「安史之亂」的打擊之後，曾經的大唐盛世一去

不復返。在這期間，文人墨客的筆觸也開始變得凝重、鬱

結。這一點上，年少成名的詩作大家溫庭筠也不能例外，

他當時的「秦淮有水水無情，還向金陵漾春色」，被後世奉

為經典，世代傳誦。然而，「秦淮有水水無情」，真的僅僅

講述的是秦淮一方的風水人情嗎？又或者，在這樣一句充

滿感慨和無奈的詩句當中，暗藏著甚麼樣的歷史背景呢？

從出身來說，溫庭筠祖上也算名門望族，他的祖輩溫

彥博曾經在太宗皇帝御前擔任宰相。到了溫庭筠這一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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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家道中衰，早已沒有了盛世宰輔的氣派，甚至歷次科

考，溫庭筠也是屢試不第。才華橫溢的溫庭筠自然非常苦

悶。從個人角度而言，溫庭筠非常希望邁入政壇，施展平

生抱負。而在當時，溫庭筠的才學也是得到廣泛認同的。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才華橫溢的名門之後，一直到年近半

百才得了縣尉這樣一個小官，實在不得不令人慨歎造化

弄人。

青年時期，溫庭筠曾與當朝宰相令狐綯關係要好。當

時的宣宗皇帝喜歡詞曲，尤其愛好《菩薩蠻》。因為令狐

綯在這一方面並不擅長，於是溫庭筠就成了他的「御用文

人」，寫了很多精美佳句，其中一部分以令狐綯的名義呈給

皇上。

堂堂一國宰相，居然在寫文章的時候需要藉助他人之

手，如果傳出去，影響是非常糟糕的。更何況，令狐綯送

出的文章，是獻給當朝天子的，稍有不慎，還會被定為「欺

君之罪」。這樣一來，後果會更加嚴重。所以，對於溫庭筠

代筆，令狐綯是希望嚴格保密的。可溫庭筠對於這樣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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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卻沒有做到守口如瓶，在一次與朋友的聊天當中，

他將自己幫助當朝宰相代寫詩詞的事情說了出去，結果一

傳十， 十傳百，很快鬧得滿城風雨。宣宗皇帝出於對令狐綯

的信任和寵愛，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過去了，但是民間言

論卻讓令狐綯如芒刺在背。

假如說「相府泄密」只是溫庭筠一時口無遮攔說錯了

話，那麼，他與令狐綯之間的另一矛盾就只能說他是孤傲

太甚了。宣宗皇帝喜歡吟詩作對，一次科考揭榜之後，唐

宣宗令人從考中的舉子中選擇一些有聲望的人隨同侍駕，

溫庭筠也位列其中。出行期間，宣宗即興出了幾個對子讓

隨行的大臣和才子們作對，其中有一則對子當中含有「金步

搖」三字，這讓在場的才子高官們都犯了難。這時，溫庭筠

呵呵一笑，呈上「玉條脫」三字，完美解對。宣宗皇帝因此

非常欣賞溫庭筠，他先是稍稍打問了一番溫庭筠的祖上和

履歷，隨後便示意內臣記錄備案，打算近期給溫庭筠安排

一個職位。

然而天子的賞識並沒有將溫庭筠推向他夢寐以求的官



28 第一章

場，就在皇帝下令朝臣擬定溫庭筠去哪裡任職時，令狐綯

的呈奏讓這一切都化為泡影。

令狐綯說道：「溫庭筠這個人，才學是有的，但常常不

約束自己，做不了官員的表率。」簡單幾句話，就讓宣宗皇

帝打消了重用溫庭筠的念頭。原來，當時隨宣宗出行的人

也包括令狐綯，他不清楚「玉條脫」的出處，於是回家後就

向溫庭筠請教，結果溫庭筠當場就給了這位當朝宰相一個

難堪：「回稟相國大人，這句話出自《南華經》。《南華經》

並非生冷典籍，大人公務之餘，還應該多讀書啊！」

聽到和自己兒子同齡的一個晚輩如此跟自己講話，令

狐綯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在皇帝面前故意指出溫庭筠的缺

點，也就順理成章了。

這兩件事情之後，溫庭筠和令狐綯的關係開始疏遠。

失去了當朝宰相的賞識，溫庭筠的個人仕途和經濟來源都

受到了極大影響。終其一生，溫庭筠只是在自己人生的晚

年才得到了幾個聊勝於無的閒差，最後鬱鬱而終。就個人

才華來說，溫庭筠可以稱得上是晚唐時期的一面旗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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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成名，不但詩寫得好，填詞譜曲也是信手拈來。興致

來了，他還會自己吹拉彈唱表現一下器樂方面的天賦。《舊

唐書》中說他雖不修邊幅，卻會擊鼓吹笛，寫詩填詞。更有

人說，溫庭筠寫的詞曲，大都香豔旖旎，在一些勾欄瓦舍

裡很受歡迎。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落魄不羈的風流才子，卻

在仕途上屢屢碰壁，他心中的失望和怨恨自是顯而易見的。

所以說，「秦淮有水水無情」，並非單純書寫一條河流

的「無情」或「有情」，這實際上是一種情感的抒發和宣泄。

溫庭筠的政治抱負沒能完全實現，他的人生經歷也異常坎

坷。青年時代的溫庭筠過於狂傲放浪，不懂得約束自己，

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這自然會遭受當權者的排擠和嫉妒，

以至於才華得不到施展，處處碰壁。而「秦淮有水水無情」，

或許就是他年長之後對此的一種無奈和慨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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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

表現了詩人怎樣的思想境界？

歷史上，有許多正直的詩人。他們在文學上，博學多

才，滿腹經綸；在政治上，憂國憂民，心繫天下；在做人

上，正直不阿，品德高尚。其中，就有這樣一位詩人，他

深受「詩聖」杜甫的賞識。在讀了他的詩作後，杜甫十分欣

賞，感慨萬千，隨即寫下了《同元使君舂陵行》。詩中云：

「觀乎《舂陵》作，欻見俊哲情，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

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

詩句中的「兩章」分別指的是《舂陵行》和《賊退示官

吏》。「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這是非常高的評價。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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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杜甫肯定的人叫元結，他與杜甫一樣，同是唐代的著名

詩人。《舂陵行》一詩蘊含哲理，情感豐富，充滿浩然之氣。

全詩為：

軍國多所需，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競欲施。供給豈

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

命單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

呼尚不忍，況乃鞭撲之！郭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

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

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

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

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其宜。前賢重守分，

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

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

公元 763年，國家因為戰事不斷，軍需匱乏，於是向

百姓徵收賦稅。朝廷特地派遣專門的官員去地方上徵收，

元結就是其中之一。到達地方後，很多官員為了完成任務，

不顧人民死活，競相嚴刑徵斂。可是，眼下兵荒馬亂，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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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流離失所，哪裡還能承受這樣的橫徵暴斂？元結等有良

知的官員看到此情此景，十分悲傷。道州的面積本來就小，

又經過強盜的屠殺洗劫，人口更加稀少。元結來此地上任，

看到一個較大的鄉里，人口竟然不到十戶。一些以前較大

的家族，現在也已經人丁凋零，破敗不堪。

最讓元結震驚的是，老百姓根本沒有糧食吃。他們早

上吃樹根，晚上嚼樹皮，餓得沒有力氣說話；走路步履蹣

跚，晃晃悠悠，根本不能快走。看到老百姓的悽慘狀況，

元結連上去詢問一下都不忍心，怎麼還可能像有些官員那

樣鞭打他們來徵斂呢？而這時，朝廷催逼徵稅的文書不斷，

督促斂財的人員也很頻繁。他們絲毫不顧老百姓的死活，

只是一再地逼元結嚴格徵稅，按期完成朝廷委派的任務。

百姓的艱辛沒有人能夠理解，他們只能在心裡發聲：「去年

的冬天，『西原蠻』發動暴動，佔領道州，燒殺搶掠，無惡

不作。道州的百姓被殺得所剩無幾，財物也被掃掠一空。

我們本希望朝廷能施恩安撫，卻沒想到朝廷不僅不安撫民

心，還變本加厲，派遣官員來橫徵暴斂。這樣我們如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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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下去呀？」朝廷派官員到地方任職，本應該是安撫百姓，

造福一方，官員來了，卻要橫徵暴斂，這樣一來，人民因不

堪重負，發動暴亂，這又是誰的錯呢？元結想做到忠義兩

全。他認為，完成朝廷的任命，這是臣子應該做的，這是

忠。但為了安撫百姓，讓他們緩交賦稅卻是大義。為了人

民的大義，他要做不違背良心的事。所以，元結不僅沒有

急著徵稅，還為民眾們修建房屋，減免繇役。

看到百姓的疾苦，元結沒有像其他官員那樣冷漠無情，

也沒有為了個人利益喪失良知、脫離本心。他要做一個正

直公允、無愧於人民的好官。因此，在道州的青天白日之

下，他毅然寫下《舂陵行》，為民請命。

《舂陵行》字字如珍，句句肺腑，飽含了元結對百姓疾

苦的關心，就連杜甫也對其讚賞有加。這不僅是因為元結

詩寫得好，還因為他本人的品格深深打動了杜甫，正如他

詩中那句：「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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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灧灧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
表達了作者怎樣的情懷？

「灧灧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出自張若虛的樂

府詩《春江花月夜》。意思是說，月光照耀著春江，隨著波

浪閃耀千萬里，所有地方的春江都蕩漾著明亮的月光。此

詩體現了作者對月圓人壽的強烈嚮往。

讀過《春江花月夜》和聽過這首曲子的人，都會被詩

曲中所描寫的美好景象打動。張若虛是初唐時期的一個傳

奇人物。他的詩作長期湮沒無聞，他的存在，只給後人留

下一個模糊而又孤寂的背影。迄今為止，人們只發現了他

寫的兩首詩。一首是《春江花月夜》，另一首是《代答閨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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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其中，《春江花月夜》以「孤篇壓倒全唐」的美譽，彰

顯了張若虛在唐文學史上的地位。而《春江花月夜》的曲子

也位列中國古代十大名曲之一。詩曲融合，使人宛若回到

了氣象萬千的大唐盛世。

那麼，這篇集離愁別恨、相思柔情於一體的《春江花月

夜》是怎麼寫出來的呢？

傳說這其實是張若虛在寫自己的情感經歷，所以內容

才會如此聲情並茂。據說，張若虛畢生最喜歡的女子是唐

朝太平公主和武攸暨所生的女兒武豔。當時張若虛已經

四五十歲了，是武豔和她的妹妹武麗的詩文教師。正值豆

蔻年華的武豔為張若虛學識豐富、風采俊逸、充滿靈氣的

文人氣質所吸引，逐漸對他產生了愛慕之情。張若虛自然

對正處於芳齡之年、美麗聰慧的武豔也充滿了好感。但

一個是當朝最有權勢的太平公主的女兒，另一個只不過是

個窮酸教書匠，年齡上還相差了幾十歲，所以他們不可能

走到一起。晚年的太平公主變成了一個風流成性的女人，

她看上了當時長安城的美男子崔滌，多次傳崔滌來公主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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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客，但都遭到婉拒。於是，她就決定將女兒武豔許配給 

他—這樣她就能見到崔滌了。於是，她便對女兒說：「豔

兒，你知道崔滌這個人嗎？對他印象怎麼樣啊？」武豔回

答：「見過一面，說不上來印象怎麼樣。」太平公主說：「他

可是長安城有名的美男子，比你大一歲，還是個才子呢！

我想把你許配給他。」武豔聽後大驚失色，說：「我還不想

嫁人，把妹妹武麗嫁給他吧！」太平公主不高興地說：「哪

有妹妹比姐姐先嫁人的？」太平公主心想崔滌如此貌美，

女兒怎麼會看不上他呢？莫非另有隱情？於是她說道：「今

天不說這事了，帶我去你的書院看看吧。」兩人便朝書院走

去。來到書院，張若虛出門相迎，太平公主便問他一些詩

文知識，張若虛侃侃而談，太平公主覺得張若虛此人不凡，

就問女兒的讀書情況，張若虛對武豔和武麗俱是褒獎有加，

稱讚她倆天資聰慧、超凡脫俗。但太平公主卻從話裡聽出

他言語間似乎更欣賞武豔，也好像感覺到了他和武豔的情

感，於是在言語中流露出要辭退張若虛的意思。

太平公主離開後，武豔直接向張若虛表白心意，但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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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虛卻拿出一卷詩送給武豔說：「你是公主的女兒，而我只

不過是一介窮書生，我們是不可能在一起的。你母親今天

已經決意攆我走了，這是我為你寫的《春江花月夜》，算是

臨別贈詩吧！」武豔眼含熱淚地說道：「先生教過我們安貧

樂道，我不求富貴，只要有個小院，幾間茅屋就夠了。」但

張若虛還是拒絕了她：「你我年齡差距太大，終究是不能終

老的。」武豔拿著詩文含淚而去。兩個月後，武豔嫁給了崔

滌，而張若虛也回到了揚州老家。後來，斯人已逝，有關

他們故事的詩文和曲子卻悄悄留存了下來。

千年的時光轉瞬即逝，張若虛和他的曠世之作《春江花

月夜》也被淹沒在了歷史的塵埃裡，所以唐、宋很少有詩評

關注這首樂府詩。到了明朝，文人李攀龍無意中發現了這

首佳作，便把它傳揚了出去，一時間深得文人墨客的喜愛。

近代，人們對此詩的評價極高。聞一多先生在《唐詩雜論》

中認為，此詩一脫宮廷空洞豔體的詩風，寬容進取，為盛

唐雄奇壯美詩風的到來，起到了重要的引領作用，是「詩中

的詩，頂峰上的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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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嗟逢橡媼」體現了怎樣的一種苛政？

「吁嗟逢橡媼」出自皮日休的《橡媼歎》。此詩通過對一

個老農婦因辛勤生產的糧米被官府搜刮殆盡，只好靠撿橡

子填飽肚子的悲慘遭遇的描寫，揭露了統治階級的惡劣行

徑，寄託了作者對下層勞苦大眾的深切同情。

唐朝末年，社會動亂不堪，官府更是不顧老百姓的死

活大量增加稅收。在這樣的情況下，作者寫出了這首詩，

發出了「吁嗟逢橡媼」的哀歎！

皮日休處在晚唐文壇已經頹廢不堪的時代，兼修道學

和儒學，和陸龜蒙合稱「皮陸」。他的詩、散文、辭賦寫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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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二十多歲時就已經很出名。但是他的仕途卻一直都

不順。他去京城考進士，儘管文章寫得很好，但是由於性

格耿直，不喜歡對達官貴人阿諛奉承，所以落第之後他便

離開京城回到家鄉編文著書。

後來，皮日休又去考進士，主考官禮部侍郎鄭愚看過

他的詩文，對他的文風欣賞有加，還沒發榜，就把他請到府

衙見面。鄭愚認為皮日休文采如此之好，人應該長得也不

錯。可一見之下，心裡很是失望—皮日休的左眼角往下耷

拉，猛然一看，就像僅有一隻眼睛。鄭愚看不上這種長相，

就半開玩笑地對皮日休說：「你才學很好，可謂才高八斗，

學富五車，但你僅有一隻眼睛，那真是有點太可惜了！」皮

日休本來對自己的長相沒放在心上，但聽了主考官的話還

是很反感，於是連想都沒想便反唇相譏：「侍郎大人此話差

矣，可千萬不能因為我只有一隻眼睛，使您這原本長有兩

隻眼睛的人喪失了眼力見啊！」這話讓主考官鄭愚很不爽，

於是把皮日休的進士排名調到了最後一名。這樣，儘管皮

日休考中了進士，但因為名次排得太低，朝廷給他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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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小、最卑微的官職。這使得皮日休鬱鬱寡歡，整日借

酒消愁。

後來，皮日休開始洞察社會民生，看到了很多腐敗不

堪的事情—朝廷和官吏們對百姓極盡搜刮，使百姓吃不

上飯。老百姓承受不了這種剝削起來反抗，於是發生了唐

末農民起義。皮日休看到了太多像橡媼一樣的百姓的慘狀，

毅然投奔了農民起義軍。

唐僖宗廣明元年（公元 880年）十二月，起義軍攻下了

長安，黃巢稱帝，皮日休被任命為翰林學士。黃巢比較賞

識皮日休的文章，就命令他寫作用來宣揚黃巢是上天授意

稱帝的讖詞。皮日休按照黃巢的名字寫了一首五言古詩：

「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

黃巢看了這首詩很不高興，因為黃巢長得也比較醜，他覺

得皮日休的詩是有意諷刺其長相醜陋。黃巢沒給皮日休解

釋的機會，當即就讓人把他給推出去殺了。

從歷史上看，不止是皮日休所在的唐末，苛政在很多

朝代都出現過，而且都給老百姓帶來了巨大災難，導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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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不得不起來反抗，推翻暴政。這是改朝換代無法逃避

的問題。秦朝末年，秦始皇修建萬里長城和皇陵，不知死

了多少民夫，這才有了陳勝、吳廣起義推翻秦朝；漢武帝

在位期間窮兵黷武，規定三到十四歲的孩子每年也要繳納

人頭稅，而老百姓交不起稅，有的不惜殺死自己的孩子，

這使得百姓的生活從「文景之治」時的富足變得赤貧，為西

漢的滅亡留下了隱患；而後來的明清兩朝也是這樣滅亡的。

所以，「苛政猛於虎」的說法一點也不為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