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希夷詩，《唐詩選注》雖然僅選一首，但作注釋與小傳時，則需要

遍讀包括敦煌文書中所載之全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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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版序

一

重新翻看和修改當年作的這本《唐詩選注》，不由

得回想起十六年前在北京城西一個九平米的小房間裡，

攤開滿床書冊揀選唐詩、查閱各種資料給唐詩作注的

情形。

那時候還算年輕，有精力也有體力，無論做甚麼都

有一點兒和自己也和別人「較勁兒」的意思。錢鍾書先

生的《宋詩選注》很風行，比起那些照本宣科、四平八

穩、平庸有餘而個性全無的注本來，錢注宋詩實在有味

道。錢先生對宋詩的深刻洞察和細心體驗，寫在前言、

小傳和注釋中，那裡面的敏銳、風趣和淵博，讓我這樣

的後輩很佩服。「崔顥題詩在上頭」，心知宋詩不能再

花樣翻新，便打算在唐詩上也這樣照貓畫虎地做一本。

於是，藉了給出版社做唐詩選注本的機會，不僅把《全

唐詩》淘了一過，而且把手邊可以找到的有關的詩話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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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小說以及其他朝代的詩歌也統統翻了個遍。

至今我手頭還保存着那時看書留下的兩個筆記本，

上面整整齊齊地抄滿了各種各樣可以用來互相比照的

詩句和評論，例如，在注釋杜甫的「獨樹花發自分明」

這一句時，為了說明詩人何以要用「明」來寫花的艷麗

和燦爛，當時就收集了李嶠的「岸花明水樹」、錢起的

「高花映竹明」、朱慶餘的「孤花晚更明」、蘇舜欽的「時

有幽花一樹明」、鄭獬的「五月榴花照眼明」、陳後山

的「水淨偏明眼」、陸游的「頻報園花照眼明」、朱熹的

「五月榴花照眼明」等等，打算對詩歌裡面用「明」字來

形容「花」之燦爛的各種方式作一個注解和分疏，只是

因為這一首杜詩後來並沒有選入，這些材料也就被放棄

了。這大概就是當年做注釋的基礎。經歷過這樣的選和

注，漸漸地也就明白了前輩的廣徵博引，既非「炫博」，

也不關「記性」，其實，那都是苦苦翻書得來的。後來，

讀到影印出來的錢鍾書先生《宋詩紀事》的批校和讀書

手稿，也果然印證了我的這一體會。

我那時對古典中國詩歌的語言形式很有興趣。過

去，很多文學研究者對於古詩的解讀，常常是用印象和

感悟的方式，配上一些充滿象徵性的比喻來傳達自己的

體會，這種方法就好像「嚼飯與人」，使讀者不是在讀

詩的本身，而似乎是在讀那些讀詩者的聯想或感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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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就被「隔」在了詩歌之外。那個時候，一方面西方「新

批評」之類的文學理論很誘人，啟發我們在閱讀詩歌的

時候，多多考慮語言學的進路，另一方面漢語詩歌創作

和評論的特殊性，又讓我們很想在洋理論之外，自己找

一個中國詩歌批評的新路數，所以，我那時不僅寫了一

篇對梅祖麟和高友工那本被譯作《唐詩的魅力》的書的

評論，而且還花了不少心思，同時寫了一本至今自以為

還不錯的《漢字的魔方》。這些關注語言和形式的想法，

當然也融入到這本《唐詩選注》裡面，於是就有了這種

方式的注釋和解說。關於這一點，只要看看我給李白、

杜甫、岑參、韓愈、白居易、李賀以及李商隱等人寫的

小傳，看看我給王灣《次北固山下作》中的「潮平兩岸

闊，風正一帆懸」、杜甫《白帝城最高樓》中的「杖藜嘆

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以及錢起《裴迪南門秋夜

對月》中的「影閉重門靜，寒生獨樹秋」等詩句做的注

釋，大概就可以明白。

二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要說與唐詩的緣分，恐怕還得

追溯到更早一點。

我是在一九五○年代至六○年代之間讀的小學，那

2008年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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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小學課本好像還不錯，裡面選有一些唐詩，像「日

照香爐生紫煙」、「兩個黃鸝鳴翠柳」、「床前明月光」甚

麼的，都並沒因為沾上階級性、人民性一類的問題而被

棄之敝篋，所以我那時讀過，也背過，只不過就像陶淵

明說的「不求甚解」，有點兒「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

似的，沒有特別的感受和心得。也許讀古典詩歌，也需

要生活經驗和社會感受打底罷，經過兩年淒風苦雨的

「文革」，便彷彿親身經歷了歷史，對「漁陽鼙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的世事動蕩，就多了一分感

受，而經歷着三年一千天的插隊，對「今春看又過，何

日是歸年」（杜甫）這樣的心情，也添了幾許體察，等到

年歲漸大，讀到像「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

（劉希夷）、「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杜甫）

這樣的詩句，居然就有了一些蕭瑟的心情。在鄉下插隊

時，請人做過一隻碩大的樟木箱，那裡面曾經放了一本

《唐詩三百首》，書也被翻得捲了邊兒。然而看歸看，那

畢竟不是真的與唐詩結緣，只好似無家可歸、四處漫遊

時與唐詩的偶然邂逅，不過是和唐詩打了個照面而已。

大概是一九七二年罷，那時我剛剛從苗寨白臘回到

縣城凱里，說是回城，其實還是在離縣城二十里左右一

個叫開懷的地方，在磚瓦廠上班。還是年輕，在整天打

磚做瓦賣苦力的間隙，仍然生出一些耗不掉的精力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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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無聊賴之際，除去玩兒了命的打球下棋，大球加小

球、象棋加圍棋，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盡才算完之外，

就是看書，甚麼書都看，只要能找到的，哪怕是講「板

塊漂移」和「紅移現象」的《自然辯證法》雜誌，也照

樣上天下地、津津有味地從頭翻到尾，又從尾看回頭。

有一次週日進城，偶然轉到老街上那個已經被抄得破

敗不堪的縣文化館樓下，漫無目標地踏着滿地廢紙，

隨腳一踢，居然踢到下面有書，大喜過望，急急拂去

上面的灰塵，於是看到半部世界書局的《宋元學案》，

還有一本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冊。揣回去慢

慢地看，看之不足，找了一個筆記本，就仿照文學史

的模樣，自說自話地重新寫起唐代詩史來。寫之不足，

還帶批判，批之不足，又加評點，卻多是「缺乏人民性

的無病呻吟」、「封建階級的自我描寫」、「法家要求法

後王思想的表現」一類的話頭。就這樣，居然寫了整整

一筆記本，大約有十來萬字罷，幾乎是把唐代詩歌史

重新複寫了一遍。很多年後，在整理物品時，我還看

到過這個紅色塑料封皮已經有點發粘的本子，看着它，

有很多感慨。這也許就是我真正用心琢磨唐詩的開始，

可是，這開始居然開始得如此幼稚和荒謬。

時代扭曲，看甚麼都會扭曲；時代荒謬，想甚麼也不

免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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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覺得自己應當做一本認真的唐詩選注，這想法是在

讀研究生期間萌生的。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四年間，

我和研究生導師金開誠先生合作編寫《古代詩文要籍詳

解》（2006年中華書局重版時，改名為《古詩文要籍敘

錄》）。在那兩年裡，我穿梭似的往返於北京的各個圖

書館，查閱各種集子，鈔了好多好多有關注釋和版本的

資料，也記下了很多疑問和問題。那裡面就有不少是

關於唐詩的，比如現存《唐人選唐詩》裡的《河嶽英靈

集》，與《文苑英華》《唐詩紀事》裡引用的《河嶽英靈

集》為甚麼有所不同？為甚麼殷璠的兩次選和評都不一

樣？比如杜甫的《石壕吏》，在王嗣奭那麼好的一個杜

詩注本《杜臆》裡，為甚麼會被注釋得穿鑿附會？陳本

禮的《協律鈎玄》在解釋李賀《北中寒》的時候，說他是

在搞政治諷刺，講「（唐）肅宗昵張良娣，任李輔國，殺

太子，遷上皇」，真的是這樣嗎？「清明時節雨紛紛」那

首詩，究竟是不是杜牧寫的，它是不是因為宋代人刻了

《樊川續別集》而進入杜牧詩集的？

這些話題，後來都寫入了《古詩文要籍敘錄》裡面，

因為這本來就是些文獻學領域的事兒。不過，雖然學科

自有畛域，思緒卻從來沒有畫地為牢，很快我就把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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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問題的考證，延伸到了對唐詩的解讀。那時候的人都

有「文學夢」，正像前面所說，我那時也對唐詩的語言

和藝術的分析着迷。也許是受到剛剛傳進來的英美「新

批評」的影響，在看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梅祖麟和

高友工《唐詩的魅力》一書對於唐詩語言的分析後，我

在《讀書》雜誌上寫了一篇題為《語言學批評的前景與

困境》的評論。也正好在這個時候，復旦大學的章培恆

教授組織重寫《中國文學史》，由我來承擔從中唐一直

到宋代那麼長的一段文學史的寫作，這件事，讓我真正

地下了決心要去選注一本唐詩。

詩選其實常常是把詩歌「再經典化」的過程，現在

人知道的唐詩，大多反覆總是那幾百首，這就是千年來

不斷有選家「披沙揀金」的結果。開始有些不服氣，自

己覺得總可以另闢蹊徑，找到一些不曾入選的作品來表

彰，可在寫唐宋文學史和選注唐詩的過程裡，當我真的

把《全唐詩》裡的詩人一個個看過來之後，儘管心存一

個有意立異的念頭，卻沒有多少真正的新發現。比如崔

顥，我曾經在筆記本裡面記下了《古遊俠呈軍中諸將》

（有王維《觀獵》之風）、《長安道》（寫世態炎涼和人生

變化）、《江畔老人愁》（寫歷史滄桑，末句是「感君相問

為君說，說罷不覺令人悲」）、《邯鄲宮人愁》（記入宮女

子的感慨，有「憶昨尚如春日花，悲今已作秋時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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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從不入或極少入詩歌選本的丘為、張抃和崔曙，

我原來頗想打破常規，選丘為的一首《題農父廬舍》、

張抃的一首《題衡陽泗州寺》、崔曙的一首《潁陽東溪

懷古》，但是，終於還是遵循歷來選家的通常評價，崔

顥還是只選了很多選本都有的《長干行》《古意》《黃鶴

樓》，丘為、張抃和崔曙仍然名落孫山。於是，這下終

於明白你還真得佩服古今選家的目光如炬，所以我在

《前言》裡面承認，「就算你再細心篩選，也只是在他人

掘過的番薯地裡揀漏，揀到了剩番薯個頭也不大」。

因此，更多的精力就放在了小傳的撰寫和注釋的引

證上，至今我還覺得，這兩部分算是做得不錯的。

四

時間已經過去十多年。

有人說，年輕時總是幻想與文學結伴，年長則常會

不自覺親近歷史，說得也對。當出版社決定要重新再版

這部《唐詩選注》的時候，編輯讓我再回頭去看看它，

問我還有甚麼新的想法和感受。新的想法和感受？說

實在話，現在回頭看這部書，就好像倒拿望遠鏡回看身

後，似乎有些遙遠，有些陌生，由此我才意識到自己已

經變化了的年齡和心境。不妨看此後我撰寫的《中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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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史》中的一段話罷，這一段曾經很讓一些熱愛盛唐氣

象的人不高興，這一段的題目叫做《盛世的平庸》，講

的是詩歌最輝煌的盛唐，其實恰是思想最平庸的時代。

在那裡我說：後代人總是說「盛唐氣象」如何如何，其

實，從生活的富庶程度上來說是不錯的，從詩賦的精彩

意義上來說也是不錯的，從人們接受各種文明的豁達心

態上來說也是不錯的，但是，從思想的深刻方面來說卻

恰恰相反。因為在思想的平庸時代，不一定出現不了文

學的繁榮景象，也許恰恰相反，可能這也是一種有趣的

「補償」。特別是，一旦那種沉潛入微的思緒，已經不能

對知識、思想與信仰有所匡補和批評的時候，就紛紛奪

門而出，表現在「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文學上，這個時

候，思發為文，智轉入詩，而思想卻在權力的制約下，

逐漸走向平庸，智力也正是在這種一無所用的趨向中，

逐漸轉向了詩賦的琢磨和沉思。

也許，這是我對那個至今讓人懷念不已的時代的重

新思考。顯然，這種思考立場和評價尺度是來自思想史

的，換成文學史，也許我還會重新檢討和衡量。我想，

我絕不會否認那個詩歌時代人們的激情、天真和理想，

這種催生了詩歌的激情、天真和理想的時代，也許恰

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幸福。我常常會反問自己，為甚麼

人們非要追索思想的深沉？難道思想的深沉不是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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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危機為代價的麼？有時候，比起出產深刻、睿智和

焦慮的時代來，那個生活都單純、心情很滿足、世界平

靜得讓人不用思想的時代，更會讓人覺得依戀。回想

歷史，在中國那麼長的幾千年裡面，連環劫般的朝代變

更、走馬燈式的戰爭烽火、政治舞台上下的縱橫捭闔、

連續不斷的旱澇饑荒、顛簸流離的生活和不知未來的焦

慮讓人戰戰兢兢戒懼警惕，難得有「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倉廩俱豐實」這樣的富裕，難得有「天子呼來不上

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這樣的自由，難得有這樣純真、

樸素和快活的心情，這樣的時代，在文學史和思想史上

不也很值得特別寫上一寫麼？

儘管現在的我傾向思想史的研究，但是詩歌裡也是

能夠看到思想史的，事實上，當那「八個醉的和一個醒

的」詩人隨着繁榮時代的結束走進了歷史，當月宮碎影

中的「霓裳羽衣曲」被漁陽鼙鼓和胡兒喧嘩驚破，唐詩

也漸漸變得沉思和深刻。心中有戒懼和緊張，眼中有混

亂和危機，滿天下家事國事的無奈和焦灼，便讓中晚唐

甚至五代宋朝的詩人越來越多了些思想反省和知識沉

澱，也許，這才使得詩詞輪替，催生了後來把浮名換了

低斟淺唱的宋詞。文學有時候也是時代的象徵，昭示着

社會史的起伏，也呈現着思想史的興衰。當唐詩過後

是宋詞，當宋詞唱罷換元曲，當小說既不再是群治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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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詩歌又已經淪落到只有少數人自產自銷，只能孤芳

自賞的時候，我們會猛然發覺，這個社會已經太冷峻、

功利和深刻了。

幸好，唐代是一個詩歌世界，憑這一點，就讓我們

對那段歷史生出了無限懷想，也就憑這一點，我應當選

注這部唐詩選集。這次，要重新再版《唐詩選注》，我

想了又想，仍然沒有作甚麼改動，不僅因為太忙，而且

因為我覺得這樣可以讓它在介紹唐詩魅力的同時，也留

作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學術見證。

 葛兆光

二○○七年六月於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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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版序

選注完畢，照例要寫「前言」。通常「前言」應當交

代唐代詩歌的概況及詩人小傳的撰寫方式、選詩的原

則、注釋的體例，但篇幅的緣故使我不能在這裡作關

於唐詩的長篇大論，而蜻蜓點水似的泛泛而論也只是

隔靴搔癢，弄不好反而會使讀者如墜霧中隔岸看花，看

得一頭霧水仍不得要領。所以我在這裡乾脆不談唐詩，

好在有關唐代詩歌的歷史與特徵已經在各個詩人傳論

中寫了不少，這裡只說各個詩人小傳的撰寫方式、選

詩的原則和注釋的體例。

詩人小傳依照慣例我介紹了詩人生平與他的詩風。

前者比較容易，多少年來學者們對唐代詩人生平事跡

的考證給我提供了方便，特別是一九八七年以後陸續出

版的四冊《唐才子傳校箋》（傅璇琮主編，中華書局出

版）匯集了古今研究的成果，這部由二十位專家共同撰

寫的著作對近四百個重要的唐代詩人的生平進行了精

審的考證，這使我可以省卻不少心力、減少若干錯誤，

所以這本書裡的詩人小傳生平部分大都依據此書，詩人

唐詩選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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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先後次序也按照此書考訂的生年為準，當然還有一

些無從考證生年的詩人則參考他的中進士年代或卒年

等因素插入其中；後者比較困難，唐代詩人歷來是被

評頭品足的對象，各種詩選也對他們多有評介，可是過

去的評介總會犯兩種毛病，一是評介差不多成了「光榮

榜」上的模範事跡，泛而又泛的簡評堆砌了一些虛文客

套，即使談及其缺陷也常常使用一個「當然了⋯⋯」夾

在中間作轉折，既缺乏詩史意識卻又博得了「公正」與

「辨證」的外貌；二是在談及詩歌藝術特徵時總是愛翻

來覆去地用那幾個印象式的象徵主義詞眼，這些只可意

會不可言傳的詞儘管「放之四海皆準」，卻常常弄得人

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因為它們似是而非的語義可以稱

得上「千轉百變」，隨人怎麼理解它都能對此點頭微笑。

如果選注者要偷懶取巧，那盡可以大抄特抄並把「天下

文章一大抄」那句老話借來自我安慰自我解嘲，可是選

注者若想認真，就不免多費周折甚至自找麻煩。我不是

一個勇於找麻煩的人，有時不免人云亦云，但有時也想

談談唐代詩史變化及詩人在詩史進程中的位置，於是

就不能不另找評價原則並根據原則有所褒貶，而一個

詩人的詩風及其在詩史上的意義又絕非「好」、「壞」二

字可以一刀切開的，常常好處即壞處，缺點即優點，因

而又不能挪借「當然了⋯⋯」作轉折的簡便方式，只好

採用比較繁瑣的敘述與評論手段；有時在評論詩人詩

1994年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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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時想說說至關重要的詩歌語言形式，於是那些方便

省力的象徵主義詞眼就不能勝任這種敘述要求，因而

只好撇開人們已經熟悉了的「雄渾」、「豪邁」、「含蓄」、

「柔弱」以及「情景交融」等語詞而採用一些人們較生疏

的語言批評術語。此外，小傳並不一定按詩人等級的

高下來分配字數，而是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不一定面面

俱到，而是各有側重。這樣一來，詩人小傳就不免長長

短短，與通常寫法不大相同了。

選詩是一樁吃力的工作。所謂「吃力」是因為此前

唐詩已經被選了不知多少次，從唐代人自己就開始披

沙揀金，至今還留下了十種「唐人選唐詩」，自從《全唐

詩》編定以後，選家都能很方便地從四萬八千九百來首

唐詩中一一翻過，即使加上今人編輯的《全唐詩外編》，

翻個一兩遍也並非難事，大抵選詩的人都不是瞎子，鑒

定水平與眼力縱然有高下也相去不遠，即使偶爾打盹

漏掉幾首，其他選家也會補選進來，所以在這麼多唐詩

選本之後再來選唐詩很難花樣翻新，就算你再細心篩

選，也只是在他人掘過的番薯地裡揀漏，揀到了剩番薯

個頭也不大。不過，過去選唐詩的標準是「好」，挑「好」

的並不是毛病，可這種選法彷彿選「勞模」，勞動模範

雖好但他不一定是「代表」，於是還有一種選「代表」的

方法，即按照詩史的軌跡與詩人的特色挑選最具代表性

的作品，本卷選的《至分水戍》（駱賓王）、《深灣夜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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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古興》（常建）、《苔蘚山歌》（顧況）、《秋懷》

（孟郊）、《神弦曲》（李賀）、《重過聖女祠》（李商隱）等

多少都有些這種意思，而杜甫多選律詩、李賀多選七言

歌行、李商隱多選七言律詩等也多少有些這種意思。但

是，我也很害怕犯清人黃子雲《野鴻詩的》裡批評的那

種毛病：「好異者欲自別手眼，胸中先立間架，合者存，

不合者去」，為了我的偏執意見而影響了讀者要讀好詩

的希望，所以只好兼採「勞模」和「代表」的雙重標準，

盡可能多選「好詩」與「名篇」。當然就像清代薛雪《一

瓢詩話》說的，「一則眼力不齊，嗜好各別，一則阿私所

好，愛而忘醜」，我在選詩時也免不了個人的偏好，有時

會刪掉一些人人都選的作品卻收錄了一些少經人選的詩

篇，也免不了有看走眼的毛病，有時會讓一些該選的好

詩從眼皮下滑走而讓一些不該選的劣詩溜了進來。

最後再說注釋的體例。按照清人張謙宜《絸齋詩

談》卷三裡一種別緻的說法，注釋好比「注水」，「如球

入穴中，灌水浮出」，這意思就是說注釋的作用就是疏

通字義詞意讓讀者把詩讀懂。可是，這樣的注釋總會給

人重複的感覺，彷彿千家注釋都是一張面孔。這是沒辦

法的，比如說前人已經說了一加一等於二、太陽就是

日頭，你也只能說等於二，是日頭，要是硬說一加一等

於三、太陽是月亮，無異於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少不得

被人譏笑，在相同的詩裡作相同的注難免大同小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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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為了覈實注釋是否無誤，我翻閱過不少資料，可這種

工作大半只是給別人的注釋當了一次證人，證明他沒犯

錯誤而已，因為別人也不是不學無術，即使別人一時疏

忽被我查出了少許錯訛，我也只能悄悄改正，不可能叫

別人對簿公堂或張榜公佈，於是，注釋好像難免雷同。

好在接受選注任務時商定過一條原則，即要在注釋中加

入一些幫助讀者理解與欣賞的文字，所以我在有的注釋

裡對詩歌語言作了比較詳細的說明，引徵了一些資料指

出它們的沿襲、影響及語義演化；有的注釋裡對詩歌意

境作了比較繁瑣的分析，引徵了一些詩句進行對比，指

出詩意與語言的發展；有的注釋裡對詩歌句法作了一些

語言學評介，並指出詩歌語言與日常語言的差異；有的

注釋裡引述了一些古代人的分析與評論，希望能幫助讀

者加深對詩意與技巧的理解與感受；當然在有的注釋裡

我還加上了我的解說與分析，這樣的注釋不免使一些注

文變得比較長，但我想，這樣注來也許能對讀者有一些

裨益，而不至於讓讀者感到過分的不快。

本卷收唐詩二百八十二首，凡七十八家。

 葛兆光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017虞世南

虞世南．一首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餘姚（今浙江餘

姚）人。在隋朝當秘書郎，入唐後當到弘文館學士、秘

書監。他是初唐最博學多才的文人，也是在觀念上自覺

地要振興古風的官員，據說他曾極力勸阻唐太宗不要寫

宮體詩，說「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新唐書．虞世

南傳》）。不過，當他自己握筆寫詩時，雖不寫那些宮體

主題，卻始終沒有完全擺脫六朝以來好搬弄華麗辭藻巧

作對子的繁蕪詩風，清人張實居說「唐興而文運丕振，

虞（世南）、魏（徵）諸公已離舊習」（《師友詩傳錄》），

似乎缺乏根據，紀昀說他「堆砌處漸化輕清」（《瀛奎律

髓》卷十七批語），似乎也說得太早。他現存的幾首古

樂府仍是六朝詩人照貓畫虎模擬古人的路數，而大批的

奉和、應詔詩雖然有些「日下林全暗，雲收嶺半空」（《奉

和幽山雨後應令》）、「隴麥沾逾翠，山花濕更然」（《發

營逢雨應詔》）、「橫空一鳥度，照水百花然」（《侍宴應

詔賦韻得前字》）等小巧的秀句，但大多還是囉哩囉嗦排

列麗詞的六朝腔調，倒是偶爾一兩首隨意寫出的小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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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顯得還不繁蕪不俗氣，頗有韻味，像《春夜》《秋雁》

和下面所選的這首《蟬》。

蟬

垂緌飲清露1，流響出疏桐。
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2。

1 緌：古人帽子上的垂帶，蟬有觸鬚似垂帶，所以說「垂緌」。

2 藉：借。這兩句說蟬聲傳得遠是因為它居於高處，並不是憑藉秋風

傳音的力量，這顯然是以蟬喻人。南朝梁代詩人吳均《初至壽春作》

有一句「飄揚恣風力」、《紅樓夢》第七十回薛寶釵填的《臨江仙》末

句「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都不免要藉助風力，而這首詩卻

不然，所以清人施補華《峴傭說詩》曾拿它和駱賓王、李商隱的兩

首詠蟬詩比較，說它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

響易沉」是「患難人語」，李商隱「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是「牢

騷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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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績．二首

王績（585—644），字無功，自號東皋子，祖籍太

原祁（今山西祁縣），生於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隋

代曾任秘書正字、六合縣丞，後辭官，唐武德年間應徵

待詔門下省，貞觀初年即辭職回鄉，當了十幾年隱士。

不少詩史或詩選都把王績作為唐代詩人的開端，

把他的《野望》作為唐詩的開篇，這當然無可非議，因

為他恰好是初唐最年長的傑出詩人，《野望》恰好是初

唐最早的優秀詩篇。但是，有時曆法意義上的時間順序

會引起人們對詩史意義上的時間順序的誤解，不知甚麼

時候起，人們就把王績看成是開唐一代詩風的詩人，

把《野望》看成是「第一首真正的唐詩」，覺得這樣一來

王朝斷代與詩史分期就可以取得一致。其實，這種沿襲

了明、清人現成說法的觀點並沒有多少根據（參見明楊

慎《升庵詩話》卷二、清吳喬《圍爐詩話》卷二），因為

王績的詩雖然不大有六朝繁縟密麗的風氣，但有的是魏

晉人尤其是阮籍、嵇康特別是陶淵明的影響，還不能算

是詩史意義上的「唐詩」—儘管他人與詩在時間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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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入了唐朝—何況，學習與模擬的榜樣並不能以年代

早晚分出等級高下。詩歌語言不是釀造的酒漿，窖藏越

久就越好，詩史上創闢新風也不是尋源溯流，回復越古

老的時代就越新，在這一點上或許可以參照中國古老的

故事「五十步與百步」。當然，王績越過六朝去學習魏

晉人的詩，使他的詩歌語言比較樸素質直，詩歌意境比

較自然恬淡，所以在讀慣了六朝以來的秀辭麗句之後，

人們突然讀到這樣的詩，就好比差不多吃膩了大魚大肉

想吃蔬菜，或看膩了雕樑畫棟亭台樓閣後突然看到一片

樸素的田園風光一樣，驚喜之餘要格外讚嘆。像那個清

代的賀裳就想把陶（淵明）、王（維）並稱的「王」換成

王績的「王」，覺得「輞川誠佳，太秀，多以綺思掩其樸

趣，東皋瀟灑落穆，不衫不履」（《載酒園詩話又編》），

但他沒有看到王績與陶淵明的不同，王績的回歸田園多

來自道家追求自然的理念，他的退隱醉鄉也出於全身

養性的理想，他祖傳的「東陂餘業」、「園林幸足」（《遊

北山賦序》），也使他的隱士生活過得悠閒舒適，因此他

詩裡那種「亂頭粗服」就和真正衣衫襤褸的農夫不同，

他詩裡的田園鄉村彷彿是大觀園裡「隱隱露出一帶黃泥

牆，牆上皆用稻莖掩護」，掛着「杏簾在望」酒旗的稻香

村，他詩裡那種着意恬淡的意境就彷彿當着官的賈政

卻說「（稻香村）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紅樓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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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回）。所以，雖然王績的詩風在唐初的確令人耳目

一新，但既不能說他回歸到了魏晉時代，也不可說他

已開創了唐代詩風，而《野望》儘管平淡自然讓人讀來

流暢上口，但它的意境情調，既不能等同於陶淵明式

的淳厚樸淡，它的語言形式也不能等同於唐人五言律

詩的整齊圓熟。王績和他的詩仍然處在六朝詩向唐代

詩的過渡之中。

野　望

東皋薄暮望1，徙倚欲何依2。
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3。
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4。
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5。

1 東皋：王績隱居處，皋是水邊高地。阮籍《奏記詣蔣公》「方將耕

於東皋之陽」，陶淵明《歸去來辭》「登東皋以舒嘯」，都以東皋當躬

耕隱居之地的象徵，王績最佩服這兩個人，所以東皋未必是真的地

名，可能是王績給自己隱居處取的名字。

2 徙倚：徘徊。

3 王勃《山中》「山山黃葉飛」似乎把這兩句的意思更推進了一步，不光

是樹樹秋色，還招來了秋風，吹得滿天黃葉亂飛。王維《歸嵩山作》

「落日滿秋山」似乎把這兩句併成了一句，而儲光羲《田家雜興》之三

「落日照秋山，千岩同一色」則彷彿把這兩句又重新排列了一番，變

成了另外兩句。



022 唐詩選注

4 這兩句不光是寫鄉村黃昏景象，而且是用「返」、「歸」二字反襯自

己「徙倚欲何依」的彷徨與「相顧無相識」的孤獨。從陶淵明以來，

寫鄉村田園的詩都愛用「返」、「歸」這種字詞，像陶淵明詩裡的「日

入相與歸」（《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之二）、「守拙歸園田」（《歸

園田居》其一）、「帶月荷鋤歸」（同上其三）、「斂翮遙來歸」（《飲酒》

之四），這個「歸」字暗示的是人的歸宿，人能歸家便意味着溫馨的

到來和漂泊的結束，當人漂泊時看到別人歸家，則又意味着孤獨與

惆悵，感到自己的肉體與精神都無所依憑，而幾乎所有的田園詩在

古代中國的深層含義都是尋找家園，尋找歸宿。

5 采薇：《詩經．召南．草蟲》「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

心傷悲」，《詩經．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

歲亦莫止」，《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作歌曰）「登彼西山

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

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上面三段涉及「采薇」的典

故分別有不同含義，《草蟲》可以移來表現懷念友人的苦悶，《采

薇》可以借來暗示不得回歸漂泊無定的痛苦，《伯夷列傳》可以指

代世道變亂時的絕望，無論用哪一種含義來解釋這首詩都可以說

通。從前面「徙倚欲何依」和「相顧無相識」兩句的意思推下來，

似乎懷念友人和難以回歸的含義更切合一些，但明人唐汝詢《唐

詩解》卻認為「此感隋之將亡也」，好像他贊成「采薇」用的是《伯

夷列傳》的典故。後來不少人都同意這一說法，可也有人，如清

人吳昌祺《刪訂唐詩解》因為「王（績）嘗仕唐」而不同意這種說

法，認為王績既然又當了唐代的官就不會自比叔齊、伯夷這樣忠

於舊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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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還東溪

石苔應可踐，叢枝幸易攀1。
青溪歸路直，乘月夜歌還。

1 石頭上長了苔蘚，本來很滑，但可以踩上去，因為幸好有一叢叢的

枝條可以供人攀牽。明人楊慎《升庵詩話》卷三曾指出這兩句詩的

來龍去脈：「謝靈運詩：『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此反其意。唐

杜審言詩：『攀崖踐苔易，迷路出花難』，又順用無功詩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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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儀．一首

上官儀（？—664），字游韶，陝州陝縣（今河南陝

縣）人。貞觀年間中進士，當過弘文館學士，後被武則

天以與被廢黜的太子李忠通謀的罪名下獄，死在獄中。

他是初唐很有影響的詩人，能寫工整巧麗的五言詩，被

當時人稱作「上官體」，他所歸納的六種或八種對仗的句

法，也使六朝以來逐漸定型的詩歌形式有了一個雖不完

整卻初具雛形的理論，只是他自己的詩寫得並不出色，

愛掉書袋子，又愛堆砌一些看似五彩繽紛卻毫無意味的

麗辭，以至於後人諷刺他的詩是「類書體」。不過，從詩

史的角度來看，他的創作趨向和理論歸納，再加上他的

影響使他有可能是當時詩歌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環節，

因為有時詩歌發展的承上啟下者並不一定都是最出色的

詩人，就像水陸交通的中繼站不一定都是重鎮大邑，可

能是一個不起眼的水邊漁村，也可能是荒漠戈壁中的一

個補給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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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朝洛堤步月
1

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洲2。
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3。

1 據劉餗《隋唐嘉話》記載，唐高宗時「（上官）儀獨持國政，嘗凌晨

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即興吟了這首詩，當時一起等待上

朝的官員聽了覺得「音韻清亮」，「望之猶神仙」，可知此詩所謂「入

朝」是指在東都洛陽皇城外等候上朝，「洛堤」是皇城外洛水的堤

岸，「步月」則是徐步在凌晨月光下的意思。

2 廣川：即大河，指洛水；長洲：指洛水堤岸。

3 上一句暗用曹操《短歌行》中「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的意境，但曹

操詩是寫午夜月亮明亮，使烏鵲以為天亮而飛，大體上和王維《鳥

鳴澗》「月出驚山鳥」的意思相彷，而上官儀這句卻是寫凌晨將曙未

曙的情景。下一句是化用了南朝張正見《賦新題得寒樹晚蟬疏詩》

的詩意，張詩云：「寒蟬噪楊柳，朔吹犯梧桐……還因搖落處，寂寞

盡秋風。」上官儀把這些意思壓縮在五個字裡，表現了六朝以來詩

歌語言技巧的凝練化趨向。後來張說《和尹懋秋夜遊湖》「雁飛江月

冷，猿嘯野風秋」又借用了上官儀的這兩句詩意，幾乎全盤挪用，

所以《唐音癸籤》卷五說這兩句「音響清越，韻度飄揚，齊梁諸子咸

當斂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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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賓王．三首

駱賓王（約 619—？），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人。

年輕時任道王李元慶府中的屬官，唐高宗咸亨元年

（670）前後曾從軍到過西北、西南，後任長安主簿，但

又獲罪下獄，貶為臨海丞。光宅元年（684）徐敬業從

揚州起兵討伐武則天，他代作《討武曌檄》，一時傳遍

天下，徐敬業兵敗後，駱賓王也不知下落，有人說他被

殺，有人說他出家當了和尚。在「初唐四傑」中，他名

字排在最後，但年紀最大，如果傳聞中那首「白毛浮綠

水，紅掌撥清波」的《詠鵝》真是他七歲時的作品，那麼

他在詩史上應當比其他三人幾乎早了一代。不過從他現

存的作品來看，他真正的創作生涯開始於中年之後，不

像其他詩人那樣少年成名，所以人們仍然習慣把他和盧

照鄰、楊炯、王勃視為一代詩人。

在《全唐詩》裡收有三卷駱賓王的作品，他的歌行

如《帝京篇》《疇昔篇》慷慨悲壯、音節瀏亮，《艷情代

郭氏答盧照鄰》《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深婉纏

綿、情韻悠長，在當時都是上乘佳作；而五言古、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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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多寫得蒼勁而精巧，既有魏、晉古詩的氣格，又有六

朝詩律的詞采，像「谷靜風聲徹，山空月色深」（《夏日

遊山家同夏少府》）、「草帶銷寒翠，花枝發夜紅」（《初

秋於竇六郎宅宴》）、「露下蟬聲斷，寒來雁影連」（《送

劉少府遊越州》）的組句下字和《渡瓜步江》《至分水戍》

《送費六還蜀》等詩的句型音律，都標誌着古體詩向近體

詩、六朝詩及唐詩演進的軌跡。但作為一個承上啟下的

詩人，他在詩歌形式語言上起的變革作用似乎並不如後

來的沈佺期、宋之問、杜審言，而在詩歌主題內涵上的

變革意義則與盧照鄰、楊炯、王勃一樣重要。按當時人

的說法，「四傑」是幾個「浮躁淺陋」的人，這「浮躁淺

陋」四字在今天看來剛好說明這四個人不夠安分守己，

情緒不太穩定，個性過於倔強，屬於多血質性格。像王

勃陵藉同僚，年輕氣盛；楊炯諷刺朝士是「麒麟楦」，恃

才憑傲（《唐才子傳》卷一）；盧照鄰自傲又自卑，一會

兒學煉丹到處討乞藥值，一會兒入仕當官還想當大官，

終於在理想破滅與病疾纏身下自殺了事；而駱賓王則極

端自負，似乎不通世故，總覺得自己受了委屈，用他自

己的話說，他「少年識事淺，不知交道難」（《詠懷》），

長大了又「嗟為刀筆吏，恥從繩墨牽」（《敘寄員半千》），

雖然他「不求生入塞，唯當死報君」（《從軍行》），但卻

仍然「淹留坐帝鄉，無事積炎涼」（《疇昔篇》），因此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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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牢騷、一腔悲憤，更加上他運道坎壈，四處碰壁，便

積了一肚皮不合時宜的幽怨憤懣之氣。那個千年前獨身

刺秦王在易水邊慷慨悲歌的荊軻的幽靈似乎總纏繞着

他，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到「徒歌易水客，空老渭川

人」（《詠懷古意上裴侍郎》）、「不學燕丹客，空歌易水

寒」（《送鄭少府入遼共賦俠客遠從戎》）、「昔時人已沒，

今日水猶寒」（《於易水送人》）。他以垂暮之年參加討伐

武則天的冒險行動，恐怕不僅僅是「不忘故君」的理性

抉擇，而更多的是出自一種類似賭徒性格的心理衝動。

不過，恰恰是他們這種富於個性的氣質、不平則鳴的

性格加上一肚子牢騷與悲涼，使他們擺脫了初唐詩壇

那種百無聊賴地搬運詞藻的慵懶和平庸，使詩歌多了

一種剛健、悲涼而飽滿的情緒，恰恰是他們這種坎坷

而豐富的生活經歷，使他們的詩比起千人一面千篇一

辭的應制、酬和、同詠、奉題少了一些無聊與空洞，

多了一些生機勃勃的主題與內涵。像駱賓王的幾首邊

塞詩，就有親身體驗的感受和親眼所睹的意象，絕不

像那些身居都市華堂的人寫邊塞詩，從書本裡拾來幾

個烽火、胡笳之類的詞語和着淚、血、風、霜就捏出

一首邊塞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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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次蒲類津
1

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2。
山路猶南屬，河源自北流3。
晚風連朔氣4，新月照邊秋。
灶火通軍壁，烽煙上戍樓。
龍庭但苦戰，燕頷會封侯5。
莫作蘭山下，空令漢國羞6。

1 次：停駐；蒲類津似當作「蒲類縣」，在今新疆哈密西北，因蒲類海

（即巴里坤湖）得名。唐高宗咸亨元年（670）駱賓王曾隨右威衛大

將軍薛仁貴出征到這裡並寫了這首詩。

2 二庭：唐代西突厥分為南北二庭，以伊列水為界，包括今新疆及中亞

一部分地區。這兩句說在這裡看不到回鄉的希望，遠在天涯，征戰的

人心中愁苦。

3 山路雖指向南方，河源卻遠在北端。

4 朔氣：指北地的寒氣。

5 龍庭：指匈奴單于祭天地鬼神的地方，班固《封燕然山銘》「焚老上

（單于）之龍庭」，後泛指邊塞或敵方要地，亦稱「龍城」；燕頷：舊

時形容的富貴相，頷是下巴頦，《後漢書》卷四十七《班超傳》引相

面人的話說「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南朝徐陵《出

自薊北門行》就說「生平燕頷相，會自得封侯」。

6 這兩句借用西漢李陵在蘭于山南被匈奴擊敗並投降的典故，說不要

像李陵一樣，讓漢（指唐）國蒙受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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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分水戍
1

行役忽離憂，復此愴分流2。
濺石回湍咽，縈叢曲澗幽3。
陰岩常結晦，宿莽競含秋4。
況乃霜晨早5，寒風入戍樓。

1 �分水：具體地點不詳，古代叫分水的地方很多，如天水、南陽均有，

清人陳熙晉《駱臨海集箋注》卷二認為這是指南陽縣北七十里的分

水嶺，但不一定可靠。

2 行役：指為官事而奔波四方；離憂：遭憂生愁；愴分流：看見各奔

東西的河流心裡覺得悲傷。

3 水流沖激石頭急速迴旋發出嗚咽般的聲音，曲澗瀠繞彎曲環繞樹叢

顯得格外清幽。這兩句彷彿王維《過香積寺》的「泉聲咽危石，日

色冷青松」，但不像王維詩那麼疏曠從容，也沒有王維詩那種聲、

色清幽冷寂的感覺，又彷彿竇庠《夜行古戰場》的「泉冰聲更咽，陰

火焰偏青」，但不像竇庠詩那麼陰森淒楚，也不是古戰場那種殺氣

慘然的氣氛。

4 陰岩：背陽的岩崖；結晦：幽暗；宿莽：冬生不死之草，《爾雅》

郭璞注認為是卷施草。

5 霜晨：有霜的清晨，高山上霜降得比平原要早，所以詩裡說「霜晨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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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獄詠蟬
1

西陸蟬聲唱2，南冠客思侵3。
那堪玄鬢影4，來對白頭吟5。
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6。
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7。

1 據前人考證，這首詩是唐高宗儀鳳三年（678）駱賓王在獄中所作，

當時駱賓王上書議論政事，得罪了武則天，被誣告貪贓而入獄（陳

熙晉《續補唐書駱侍御傳》，見《駱臨海集箋注》附錄）。這首詩前

有一段序文，說明這首詩是以蟬自況，來表明自己的高潔與哀嘆自

己的命運。

2 西陸：秋天，《隋書．天文志》中說，太陽周天而行，「行東陸謂之

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

3 《左傳．成公九年》記載「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

而繫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南冠本是南方

人的帽冠，後來由於這個故事，南冠便指囚徒了。

4 玄鬢：本指黑色的鬢髮，這裡指黑色的蟬，據《古今注》卷下記載，

魏文帝宮妃莫瓊樹曾仿蟬翼作黑色髮飾叫「蟬鬢」，駱賓王看到蟬，

自然想到年輕人的黑髮，因此下面說到自己的「白頭」。

5 白頭一方面指與「玄鬢」相對的白髮，因為駱賓王當時近五十歲了，

又深懷憂患與悲愁，所以早生白髮，正如漢樂府詩「座中何人，誰

不懷憂，令我白頭」；一方面暗指《白頭吟》的主題，從漢代有相傳

卓文君所作《白頭吟》以來，歷代文人仿作《白頭吟》都詠嘆「直如

朱絲繩」（鮑照）、「平生懷直道」（張正見）、「葉如幽徑蘭」（虞世南）

這種忠正清直卻受到誣謗誤解的主題，所以駱賓王一語雙關，既指

生理上的衰老，又指心理上的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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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這兩句化用了六朝人的詩句。張正見《賦新題得寒樹晚蟬疏詩》中

說「葉迥飛難住，枝殘影共空。聲疏飲露後，唱絕斷弦中」，沈約《聽

蟬鳴應詔》中說「葉密形易揚，風回響難住」，都是哀嘆秋天的蟬既

無處安身，鳴聲也逐漸稀疏渺茫，駱賓王以蟬自比，覺得自己「失

路艱虞」，就像蟬在秋天裡「露重」、「風多」一樣，而自己「弱羽之

飄零」和「余聲之寂寞」就像蟬在秋風寒露中既飛不動，又叫不響

一樣，和初唐虞世南《詠蟬》「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一比，就

顯出這兩首詩的格調全然不同，作者的心情也全然不同，前者是意

氣洋洋，後者不免悲愁滿腹。

7 古人認為蟬「飲而不食」（《淮南子．說林》），就像莊子所說的吸風

飲露餐霞而不食人間煙火的仙人，所以是清高的象徵，曹植《蟬賦》

就拿它比喻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坐懷不亂的柳下惠，陸雲《寒蟬賦序》

則說它「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食，則其廉也」。駱賓王就說

自己其實和蟬一樣高潔，只是沒有人相信，所以受到誤解與誣謗，

有誰能來替自己表白高潔清白之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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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照鄰．一首

盧照鄰（約 634—約 686），字升之，幽州范陽（今

北京大興）人。曾在鄧王李元裕府中任典簽，後入蜀為

新都尉，任期滿後回到洛陽，因病住太白山中煉丹藥，

但服藥中毒，以至手足致殘，便在具茨山下（今河南禹

縣北）買園閑居，武周垂拱年間，因絕望而投潁水自殺。

用自殺來表示絕望的詩人自古就有，但因殘疾的痛

苦而絕望自殺的詩人卻不多見，這種把生存與健康看得

那麼重的原因在於盧照鄰有他自己的人生觀。他想建功

立業，躍馬邊陲或斷佞臣頭（《結客少年場行》《詠史四

首》之四），又想遐舉飛升或當個「諸侯不得友，天子不

得臣」（《詠史四首》之三）的世外高人，但這場大病及服

藥後所得的更大的病，卻使這一切都煙消雲散，於是他

只好投潁水告別人生。自殺顯示了他直面人生的懦弱，

也顯示了他告別人生的勇氣，他抗拒不了心理與生理的

痛苦，但敢於用結束生命來表現他對於人的存在的懷疑

與失望。其實，這懷疑與失望早就盤踞在他的心中，糾

纏着他的詩思了，下面所選的《長安古意》就表現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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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須臾變幻的人生、飛速流逝的歲月的思索。正因為這

一思索，就使得這首七言歌行超越了以往賦體詩歌的內

涵，在鋪陳描繪的詞句中貫注了一種深沉的氣脈，使那

種僅僅關注政治或道德的勸百諷一變成了對人生哲理的

追尋與探問。

長安古意
1

長安大道連狹斜2，青牛白馬七香車3。
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4。
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5。
百尺遊絲爭繞樹，一群嬌鳥共啼花。
啼花戲蝶千門側，碧樹銀台萬種色。
複道交窗作合歡，雙闕連甍垂鳳翼6。
梁家畫閣中天起，漢帝金莖雲外直7。
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詎相識8。
借問吹簫向紫煙9，曾經學舞度芳年。
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
比目鴛鴦真可羨，雙去雙來君不見。
生憎帳額繡孤鸞，好取門簾帖雙燕10。
雙燕雙飛繞畫梁，羅帷翠被鬱金香11。
片片行雲著蟬鬢，纖纖初月上鴉黃12。
鴉黃粉白車中出，含嬌含態情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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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童寶馬鐵連錢，娼婦盤龍金屈膝13。
御史府中烏夜啼，廷尉門前雀欲棲14。
隱隱朱城臨玉道，遙遙翠幰沒金堤15。
挾彈飛鷹杜陵北16，探丸借客渭橋西17。
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18。
娼家日暮紫羅裙，清歌一囀口氛氳19。
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雲20。
南陌北堂連北里21，五劇三條控三市22。
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氣紅塵暗天起23。
漢代金吾千騎來24，翡翠屠蘇鸚鵡杯25。
羅襦寶帶為君解，燕歌趙舞為君開26。
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
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27。
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虯紫燕坐春風28。
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驕奢凌五公29。
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滄海須臾改。
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唯見青松在30。
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31。
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32。

1 古意：與「擬古」之意相近，表示是擬古之作而不是真實新聞報道

或政治諷刺詩歌。

2 狹斜：斜出旁行的小路，漢樂府《長安有狹斜行》中云「長安有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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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狹斜不容車」。

3 梁簡文帝蕭綱《烏棲曲》「青牛丹轂七香車，可憐今夜宿倡家」，盧

照鄰此句化用前句。七香車：用多種香木製成的車。

4 各式各樣華美的車輛絡繹不絕地來往於貴族之家。玉輦：泛指貴族

精美華麗的車輛；主第：公主府第。

5 龍銜寶蓋：雕成龍形的支柱上端，龍頭銜着傘狀的華蓋；鳳吐流

蘇，華蓋上的鳳形裝飾稱為立鳳，立鳳口裡懸掛着流蘇。

6 複道：連接樓閣的空中閣道，由於重疊不止一層，所以叫「複道」；

交窗：花格木窗；作合歡：指窗格為合歡花圖案；雙闕：宮門兩旁

的望樓；甍：屋脊；垂鳳翼：指雙闕連甍像鳳凰垂下的翅膀。

7 梁家畫閣：漢代皇家外戚梁冀在洛陽曾修建過極其豪華的宅第，這

裡以梁冀宅第的豪華比喻長安貴族宮室的宏偉；漢帝金莖：漢武帝

在宮中竪立銅柱，上有銅盤，名仙人掌，用來承接仙露，班固《西

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李善注：「金莖，銅柱也」，

這裡用漢帝銅柱比喻長安貴族樓閣的高聳入雲。

8 這兩句是說貴族仕女如雲，來來往往，但並不相識，無緣結交；詎：豈。

9 吹簫：指秦穆公小女弄玉，《神仙傳》卷四記載弄玉嫁給善吹簫的

蕭史，兩人後來跨鸞而去成了神仙；紫煙：神雲仙霧，江淹《班婕

妤詠扇》說：「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這裡用「吹簫向紫煙」指

一個懷春舞女。

10 生憎：偏厭；好（hào）取：愛取。

11 鬱金香：傳說出自大秦（羅馬古稱）國的名貴香料，這句的意思是

說這位舞女的帳子和被子都用名貴香料熏過。

12 蟬鬢：一種將兩鬢梳理得薄而挺如蟬翼般的髮式，參見駱賓王《在

獄詠蟬》注4；鴉黃：嫩黃，唐代女子在額上塗嫩黃為妝飾，常常

畫成月形，又叫「額黃」。這兩句形容女子髮飾與化妝，說她的蟬

鬢如片片行雲，額黃如纖纖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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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妖童、娼婦：指貴族家隨從的歌兒舞女，這兩句承上兩句來形容

貴族家的歌兒舞女內心痛苦但外表奢華；寶馬鐵連錢：青色有圓錢

斑紋的寶馬；盤龍金屈膝：雕有盤龍紋的金合頁。

14 御史：掌管監察的大臣；廷尉：主持刑法的官員，但御史府中只

剩下烏鳥夜啼，廷尉門外鳥雀棲宿，可見不是太平無事，便是無人

過問。《漢書．朱博傳》說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

其上，晨去暮來」，《史記．汲鄭列傳》說廷尉府「及廢，門外可設

雀羅」，這裡用這兩個典故。

15 朱城：宮城；翠幰：綠色的車帷。

16 挾彈飛鷹：帶着彈弓，架着獵鷹；杜陵：漢宣帝陵，在長安東南。

這句寫長安少年尚武好獵的風氣。

17 探丸借客：以摸各色彈丸來決定誰去殺人報仇。《漢書．尹賞傳》

記載，長安少年俠客每次殺人復仇，都以赤、黑、白三色彈丸決定

各人的行動，摸到赤丸者殺武官，摸到黑色者殺文官，摸到白丸者

為不幸死於行動的同伴料理後事；《漢書．朱雲傳》記載，朱雲「少

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借客就是助人的意思。渭橋：渭水橋，在

長安西北。這句寫長安少年行俠仗義的風氣。

18 芙蓉劍：傳說是春秋時期越國著名鑄劍家歐冶子所鑄五把劍之一，

這裡泛指寶劍及佩寶劍的俠士；桃李蹊：《史記．李將軍列傳》「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這裡借指人來人往的妓女家。這兩句寫長安

少年風流任誕的風氣。

19 囀：歌唱；氛氳：香氣濃郁。

20 北堂、南陌：泛指妓女家的門裡門外。

21 北里：平康里，長安妓女聚集的地方，孫棨《北里志》：「平康里：

入北門，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之聚也。」

22 劇：交錯的道路，《爾雅．釋宮》郭注「今南陽冠軍樂鄉數道交錯，

俗呼之為五劇鄉」；條：通達的大路，班固《西都賦》「披三條之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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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市：繁華的商市，左思《魏都賦》「廓三市而開廛」。這裡用五

劇、三條、三市，只是用古人舊典，並非實數，因為據《三輔黃圖》

說，長安有八街九陌九市。

23 佳氣紅塵：指車馬往來的熱鬧氣氛。

24 金吾：漢代禁衛軍官名，唐代亦有，稱金吾大將軍，領左右金吾

衛，巡防京城街巷。

25 屠蘇：酒名。

26 羅襦：錦織短衣。這句化用《史記．滑稽列傳》「日暮酒闌，合尊

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羅襦襟解，微聞薌澤」，寫金吾千

騎軍官飲酒狎妓觀舞聽歌。

27 排灌夫：指漢代權臣田蚡殺害灌夫的故事，灌夫勇猛任俠，好使酒

罵人，被丞相田蚡殺害；這句的意思是長安城中有脾氣比灌夫更大

的權臣。判不容：決不容；蕭相：指漢宣帝時的蕭望之，蕭望之受

漢宣帝遺詔輔佐元帝，卻被中書令石顯陷害自殺；這句的意思是長

安城裡有容不下別的大臣的專權者。兩句與上兩句相呼應，寫炙手

可熱掌握大權的人。

28 青虯：《楚辭．涉江》「駕青虯兮驂白螭」，虯是龍類，屈原想像以

它駕車，這裡便借指駕車的駿馬；紫燕：顏延年《赭白馬賦》「將使

紫燕駢衡」，李善注引《尸子》說「馬有紫燕、蘭池」，可見紫燕也是

駿馬。

29 這裡「自言」、「自謂」都是指那些得意洋洋的權貴的心理，說他們

覺得豪奢極慾、頤指氣使的生活會千年長存，日盛一日。

30 以上四句寫時光飛逝，世事變幻，往日豪華隨着歲月流逝會煙消

雲散，這種感慨在當時不少詩裡都曾出現，像陳子昂《燕昭王》裡

的「丘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駱賓王《帝京篇》裡的「相顧百齡

皆有待，居然萬化咸應改。桂枝芳氣已銷亡，柏梁高宴今何在」，

王勃《滕王閣》裡的「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李嶠《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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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行》「昔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黃埃聚荊棘」。劉希夷《代悲白頭

翁》裡的「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烏雀飛」以及張若虛《春江

花月夜》裡的「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

人，但見長江送流水」，這就彷彿《紅樓夢》第一回《甄士隱夢幻

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裡甄士隱為《好了歌》作注的頭幾句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

梁，綠紗今又在蓬窗上」，也彷彿劉禹錫《烏衣巷》的末兩句「舊

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它所感慨的世事變幻帶有一種

對人生的根本性追問，即在永恆的宇宙時間中，人生究竟有甚麼

意義，於是，它的內涵便超越了對長安繁華或歷史變化的一般性

描述而進入了哲理思索的層次。

31 揚子：即揚雄，揚雄曾閉門著《太玄》《法言》，左思《詠史》便說：

「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一床書：指揚雄的一大堆著作。有人

認為揚子是作者自況，一床書是聊以自慰的書，但不如解釋為詩人

認為揚雄寂寥，著書無用更合理，歲月流逝，時光無情，就是揚雄

的故居和他的《太玄》《法言》也只有寂寥冷落，在年年歲歲的流逝

中蒙受灰塵。

32 裾：衣襟；這兩句開頭用了一個「獨」字，暗示上述一切在時間的

長河中都不過是過眼煙雲，只有南山桂花這種自開自落、應時遷化

的自然物永久長存，每到花季，香氣飄來飄去染在人的衣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