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孟郊詩作中的真性情

林璟亨

﹝摘要﹞

（詩人玉屑〉司！＜隱居詩話＞云：「孟郊詩賽澀窮僻，王軍削不暇，真苦吟而

成，觀其句法格力可知矣。」歷來論者，多著眼於孟詩之苦吟風格。然孟郊生於

中庸之際，自有其不得不然之性格及詩風，此乃個人際遇及時代風氣所造就的。

孟郊他在性格上的入世及生命上的挫折，使得他對現實人生、社會的熱情下，詩

作卻有一股「低沉」的筆調，但他的詩不論何種體裁或內容，都能呈現出一種生

命的韌性和殷殷期盼。他始終語出真摯，字字句句皆出自內心的呼喊﹔他可以大

聲地發出「不平之鳴」’也可以低吟出內心的失望和痛苦。我認為那是他在對「古

道」的堅持下，性行造就了詩風，他始終是一位性情極其的率真詩人。

故本文擬拋開句法、格力的探究，純以「情貴在真J 這一抽象的藝術鑑賞觀

來探討孟郊其人其詩，試著進入詩人內心世界，去感受他詩作中的真性情。

關鍵詞 ：孟郊 、 唐詩 、 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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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之抒情，貴在情真。詩人的創作，也唯有發自心靈的呼喊，始有佳作。葉

變說：「詩是心聲，不可違心而出，亦不能違心而出。」（〈原詩﹒外篇上〉）

郎啟祈說：「古人為詩皆發於情之不能自己，故情真語摯，不求工而自工。」（〈耕

耘別墅詩話〉）生於唐玄宗天寶十年的孟郊，就是一位擁有「真性情」的詩人。

他的「其」’和生於盛唐的李白所表現出豪放、浪漫的任真不同﹔叉與元、白「雅

有所為，不虛為文」’講究其實的社會寫實詩派不全然相同。

歷來批評孟郊的，多以為他的「窮」造成他苦僻的詩風，並造就他狹隘的性

行。如吳處厚〈青箱雜記〉說：「孟郊賦性編隘，其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

天地寬。』天地何嘗礙孟郊，孟郊自礙耳。」嚴羽〈滄浪詩話〉也說：「孟郊詩

憔悴枯楠，其氣局促不伸，．．．詩道本大，孟郊白為艱阻耳。」夏敬觀先生則提

出另一套見解，他說：「．．．要知道孟郊的窮決不是詩作窮的，他的詩工也不靠

一個窮字造就，他的窮是他的性行造就的，他的詩，也是他性行造就的。」而詩

人的性情行止，則是受時代與環境的影響所造成的。

孟郊＜送任齊三秀才自洞庭游宣城詩序＞說：「文章之曲直，不由於心氣，

心氣之悲槳，亦不由於賢人，由於時故。」＜送別崔寅亮下第詩＞亦云：「天地

唯一氣，用之白偏頗，憂人成苦吟，達士唯高歌。」不論憂人或達士，都受時代

和個人際遇的影響。由於孟郊生處於唐代由盛轉衰的時期，本身經歷了時代的動

亂1以及個人不幸的際遇z ，因此，他的作品處處可見窮愁的影子，但那不僅只是

個人愁騷的渲洩，更反映出了時代普遍的現象3 。他的「真，性情」，在於勇於抒

1 孟郊生於唐玄宗天寶十年（西元 751 年），卒於憲宗元和九年（西元 814 年）。安史之亂發

主時（天寶十四年），他年方四歲，安史亂後，也就是在代宗李豫統治王朝期間（四元 763-779

年），開始樹下了藩鎮割揖獨立的局面，特別是德宗李適整個統治時期（西元 78弘一805 年），

諸審鎮相互勾結，與唐朝廷爭奪統治權最為敵烈，人民所承受的苦難也極其深重。詳見﹛新

唐書﹒李希烈傳﹜描述「五賊」（指審鎮李希烈、田悅、朱滔、王武俊、李納等）株連天下的

情形。孟郊詩作對戰亂及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情狀多有描述，如＜殺氣不在邊＞、〈寒地

百姓吟＞、〈峽哀十首＞等。

2 ：孟郊之詩多愁苦之辭，其愁苦來自六方面：一為貧窮，有＜借車＞、＜北郭貧居＞、＜答友

人贈炭＞等詩﹔二為科第之挫折與薄宜失意，有＜長安羈旅行＞、＜下第東南行＞、＜再下

第＞、 ＜贈李觀＞等詩﹔三民孤獨無子，有＜杏囑＞九首、＜老恨＞ ﹔四為對現實之失望與

不滿， 有＜懊惱＞、＜弔盧殷＞﹔五為窮老多病，如＜秋懷＞﹔六為多愁善感與悲觀，如＜

贈別崔純亮＞、＜冬日＞等詩。

3 孟郊生於中唐 ，幽價時局、屢作憬慨之言 ，後世之人徒知其窮苦僻澀 ，所謂「天高地厚一詩

囚」（元好問﹛論詩絕句〉語），實未為知言。然孟郊終不得展其抱負。「窮餓其身，思愁

．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韓愈＜送孟東野序＞）此真志士之大痛也。由是觀之，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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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個人喜、怒、哀、樂的情緒，在於不畏世人眼光的純真、率真。

他不是為詩而寫詩，劉斯翰說：「孟郊是為情而寫詩。」 4孟郊是用有情的

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的。白居易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惰，莫始乎言，莫切乎

聲，莫深乎義。」（〈與元九書〉）綜觀孟郊的詩作，不論講不遇、行旅、離別

或征戌﹔不論議論、詠物或酬贈，都是根源於！育而發為吟詠的。

孟郊曾多次下第，在四十五歲登第時，曾詠出「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

長安花」的詩句。有人以孟郊一下第便說出「失名誰肯訪，得意爭相親」（＜長

安鵑旅行＞）的話， －·rt第使得意，深不以為然。然而，身處於以科舉取士的唐

代，有抱負的讀書人會如此在意及第與否，實乃正常不過之事，更何況「唐代文

士有一種風尚，就是及第以後，往往不是馬上就留在京師應吏部試，而是先歸故

鄉，拜見父母，以示慶賀，．．．。」 5他的＜上座主呂侍郎＞便說：「慈親誡志

就，賤子歸情急。 J 就說得十分明白。他的＜遊子＞詩說：「萱草生堂階，遊子

行天涯。慈親倚堂門，不見萱草花。」孔子云：「父母在，不遠遊。」一且不得

已必需離開父母，孟郊腦中浮現的，是母親倚門而望的形貌，為免母親擔憂在外

的自己，會說出「人子不云苦，歸書但云安」（＜路病＞）的話6 ，最教人津津

樂道的，是他在五十歲時所作的＜遊子吟＞，題下自注云：「迎母漂上作。」他

以為遊子對於母親的恩惠，是如「寸草」般報答不完「三春暉」的。孟郊是個終

生為孝的人，歷經了五十年的生命，竟能如赤子般委婉地說出如此平淡卻情深意

長的話，透顯出他內心真正的想法，他對慈親的感念，比起現代人對父母「愛在

心裡口難開」來，是如此地率真而不做作啊！

孟郊他重孝道，自然也就講究倫理。對婦女，他要求「豔女皆妒色，靜女獨

檢蹤，任I禮恥任粒，嫁德不嫁容」（＜靜女吟＞）的「婦德、」﹔也寫出 f貞婦貴

街夫，捨生亦如此」（＜列女操〉）這樣看似封建主義的話，但要女人有「行人

悠悠朝與莫，千年萬年色如故」（＜望夫石＞）的貞操，先決條件是什麼呢？他

說：「願君如臨水，冰鏡水還流。」（＜古意＞）夫妻間應「心心復心心，結愛

務在深」’妾既能結「獨守志J ’君亦要能結「早歸意J （＜結愛＞）。所以他

代婦女寫出了封建時代女性的恐懼：「不恨歸來遲，莫向臨河去」（＜古別離＞）、

「常恐新聲至，坐使故聲殘J ( ＜古薄命妾＞）哪！夫妻間有愛情亦有恩情，孟

郊以一個男性的身分，細心體察女性的心情，代女性的口吻，發出了對男性的呼

籲。

鳴不幸，實包含深廣，故未可以私己視之。

4 見劉斯翰： ﹛孟郊賈島詩選﹜前言。

‘見傅暉琮： 〈唐代科舉與文學〉，頁 421 。

6 本參＜逢京入使＞：「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鐘淚不乾，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

安。」出門在外，平安無事是家中人所日夜盼望的，把「平安」 的消息告訴親人，就是對他

們最大的安慰。劉熙載﹛藝概﹒詩概〉云：「詩能於易處見工，便覺親切有味。」孟郊的「人

子不云苦，歸書但云安」即有「易處見工」、「親切有味」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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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郊有疼惜女性的惰，他對子女也同樣充滿了孺愛之情。其＜義興寄小女子

五＞：

江南莊室殘，所固惟疏籬。小女解未行，酒弟老更寢。家中多吳語，教爾進可

知。山怪夜動門，水妖時弄池。所愛癡酒腸，不解委曲辭。漁妾性偽強，耕童手

紋釐。相益為措株，如鳥拾柴枝。我詠元魯山，胸R主流甘j議。終當學自乳，起坐

帶相隨。

他憶念託養於故鄉的幼女，遙想、她學說話的可愛樣子，叉擔心她受到心靈、身體

的傷害，因此，他衷心盼望有一天要效法元魯山7 ，能親自養育她，和她不分離。

字字句句，都流露出其摯的父愛之惰。孟郊到了晚年，連喪三子s ，他承受了屆

大的悲痛，作了＜杏囑＞九首。自序云：「杏蕩，花乳也’霜竭而落，因悲昔嬰，

故作是詩。」詩云﹔「．．．零落小花乳，瀾斑長嬰衣，捨之不盈把，日暮空悲歸。 J

（九首之一）叉說：「踏地恐土痛，損彼芳樹根。此誠天不知，取棄我子孫。垂

枝有千落，芳命無一存。誰謂生人家，春色不入門。」（九首之五）對於一個不

受污染、擁有純潔心靈的嬰孩的夭折，任誰都會驚愕痛惜到無法接受，不知該怪

誰、怨誰，最終只能怪天、怨天了（中國人向來對人力所不能掌控的事，多歸諸

於天。所以，有咒罵天的「吳天罔極」’也有謝天的）。詩人說天不解他的心意，

這只顯出他的哀傷到了極至，竟不假思索地說天的不公平了。

孟郊的確是個常「不平則鳴」的詩人9 。他身處在藩鎮割據、社會亂離、富

權強奪的時代，自然發出了「太行聳巍峨’是天產不平﹔黃河奔濁浪，是天生不

清J 的「不平之鳴」。他常對自身的窮愁感慣，在他的詩歌中毫無隱飾地傾吐出

來：他講自己的貧窮，是「秋至老更貧，破屋無鬥扉。一片月落床，四壁風入衣。 J

（＜秋懷＞）在＜答友人贈炭＞中，描述他「暖得曲身成直身」的鮮活景象﹔然

而，在冷酷的現實之下，詩人卻抱有一種行踐規矩、不肯同流合污的狷介品格：

＜白惜＞云：「零落雪文字，分明鏡精神。坐甘冰抱晚，永謝酒懷春。」＜送淡

公＞云：「倚詩為活計，從古無多肥。詩饑老不怨，勞詩淚霏霏。」〈唐才子傳〉

便說：「郊拙於生事，一貧徹骨，裘褐縣結，未嘗倪眉為可憐之色。」他的詩擺

7 元魯山，元德秀，字紫芝，唐玄宗時進士。少孤貧，事母以孝間，母老，遂不娶，撫養兄子，

兄子長成，家貧無以婚娶，求為魯山令，歲滿去職，隱居以絡。世高之，稱元魯山而不名。

孟郊與他多有相似之處，曾作﹛弔元魯山﹜詩十首。其十云：「 jj!嬰盡雛乳，何況骨肉枝，

心腸結苦誠，胸臆垂甘滋’事已出古表，誰言獨今奇。賢人母萬物，豈弟流前詩。」〈新唐

書﹜本傳紀其事云 ：「兄子在橫撫喪親，無資得乳姐。 德秀自乳之 ， 連流，能食乃止。」孟

郊＜寄義興小女子＞「胸臆」句，即言此事。

s 韓愈＜孟東野失子序＞云：「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輒失之。」若連詩集觀之，則郊至少有

四子，其一在十歲左右夭亡，其三死在橫禪。

9 韓愈＜送孟東野序＞云：「大凡物不得其平貝IJl1鳥。．．．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輝明、元結、

季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考，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

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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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了一切粉飾和虛偽，浸透著真摯熾熱的思想，是有感情、有個性的詩。

同時，他的詩和廣大人民的生活也有相似之處。透過他個人不幸遭遇的刻劃

與描寫，我們也可視做當時社會普遍的現狀。他在＜織婦（一作女）辭＞中說：

「．．．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機。如何織執素，自著藍縷衣。官家膀村路，更索

栽桑樹。」他藉織婦的口批判了帝王家一一身上穿的已破破爛爛了，如今官家尚

需索無度，要把田拿來種更多的桑樹，好養更多的蠶、織更多的統素，那麼，人

民的衣食更成問題了。為什麼官家不能體恤人民的困苦辛勞呢？＜長安早春＞裡

說：「旭日朱樓光，東風不驚塵。公子醉未起，美人爭探春。探春不為桑，探春

不為麥，日日出西圈，祇望花柳色。乃知田家春，不入五侯宅。」那是因為王家

貴族們，只看到長安城裡一片繁華熱鬧、充滿活潑歡愉的春光啊！所以，在萬物

欣欣向榮的春天，看在孟郊眼底，是感傷的，發為吟詠，他「傷春」：「兩河春

草海水泊，十年征戰城郭腥。亂兵殺兒將女去，二月三月花冥冥。」（＜傷春＞）

詩人慨嘆不僅社會的不平帶給人民痛苦的生活，安史之亂以來的藩鎮割據，更造

成了社會亂離、人民生活無所依託。

＜感懷＞八首之二云：「．．．對狼日己多，草木日已霜。饑年無遺栗，泉鳥

去空場。 J藩鎮作亂，導致了農村的凋蔽，更造成了鮮血滿佈、滿目瘡康、冷酷、

陰慘的世界。＜寒溪＞八首之三作了這樣的描述：「．．．凍血莫作春，作春生不

齊。凍雪莫作花，作花發墉啼。」因此，詩人作了嚴厲的批判：

因凍死得食，殺風仍不休。以兵為仁義，仁義生刀頭。刀頭仁義廈，君子不可

求，波瑚抽釗﹔水，相劈如刀牌。尖雪入魚心，魚心明﹒揪嗽。忱如同兩說，似訴切

割函。吉拉使其方氣，入比中土流？剪盡一月春，間為百谷幽。仰懷新齊光，下照

疑憂話。（＜寒淇＞八首之六）

詩人對假借仁義之名，行殺戮之實的情狀感到憂愁與迷惑，他仰望蒼天，默禱止

住「風雪J ’放出陽光，照亮他心中的疑慮，也照亮黎民百姓。

雖然有太多的不平與痛苦，詩人卻始終熱愛生命。他懷抱著儒家入世的胸襟

10以及對生命的關懷，吟詠出「我願中國春，化從異方生J （＜贈秦府王中丞楚

＞）、「願為天下l櫥，一夜使清涼」（＜蚊＞）這樣發自內心的殷殷期盼以及高

速理想。〈休齋詩話〉曾說：「孟東野一不第，而有『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

語不若邵康節的『靜處乾坤大，閑中日月長』有味。」故說「郊之胸次，形於詩

句J然而，在這裡，我們卻看到了一個飽經人世風霜與挫折的詩人，雖幽憤時局，

10 孟郊早年隱居嵩山，有道家思想，晚年亦曾轉親佛教，有 「始驚儒教誤 ，漸與佛乘親」〈＜

自惜＞）之語，其道教思想之詩亦有＜求仙曲＞、＜列仙丈＞等，這是他在物質和精神生活

雙璽困苦之下，感到悲哀和失望，不得不把他的精神轉向，寄託於佛、 道之故。然就其好古

仁孝、抱道不移之賦性來看，其大部分之人生歲月中，一直堅持入世的人生觀，始終為儒家

思想的忠實信徒。所以，在憲宗元和九年（西元 814 伴，），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再度招他

做興元軍參謀時，他叉不自禁地振作起扉病之身，遠道掙扎著，從洛陽赴任，結果，由於暴

疾，在途中一一河南闇鄉，結束了他的一生。

30 



屢作慷慨之言，但仍不放棄對生命的熱情以及對「古道」 11的信仰、堅持和奉行。

我們能說他的理想不崇高、他的胸襟不磊落、不廣大嗎？因此，他的呼喊是有力

壘的，也是震人心弦的。

孟郊之所以有這樣的心境與堅持，是因為他一直以崇古復古為理想。＜答姚

您見寄＞詩云：「大雅難見陳，正聲易漂渝。」叉云：「收拾古所棄，俯仰補空

文，孤韻恥春俗，餘響逸零三字。」（＜奉報翰林張舍人見遺之＞）所以，他作詩

求正聲雅音，以正聽聞。＜讀張碧集＞（案：張碧，唐貞元問詩人）詩可作一概

話說明，詩云：

天寶太白沒，六義已消歇，大哉國風本，喪而王澤竭。先生今復生，斯文信難

缺，下筆證興亡，陳詞備風骨。高秋數奏琴，澄潭一輪月，誰作采詩官，忍之﹛一

作教）不揮發。

孟郊以此自許，故「一生自組織，千首大雅言」（＜出東門＞）。劉斯翰以為：

「苛人不識其苦吟之用心，至譏為『秋草寒蟄』（案：蘇軾＜讀孟郊詩＞云：「何

若將兩耳，聽此寒蟲號？」）以今觀之，此寒蟄之聲，乃一代悲鳴，猶如〈大雅〉、

〈板〉、〈蕩〉，雖千載下尚聞其聲。」

沈德潛〈說詩悴語〉卷上云：「孟東野詩，亦從風騷中出，特意象孤峻，元

氣不無昕削耳。」在此，我們也必需承認，詩人在對古道的堅持中，所表現出生

命的韌性及情感的真摯下，他的基調是「低沉」的。那是時代的風尚所造成的。

傅璇琮以為：在中唐，「時代的主旋律已經改變，紛亂破敗的社會，使得即使有

才能的作家也不能超越時代而奏出高亢的樂章。」這非關作家個人風格和才力的

問題12 。故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卷上說孟郊之寒是「過求高深，鄰于刻削，

其實從真性情流露出來。」

歷來以孟郊苦吟的特色是「硬語盤空」、「呦折奇險」，然而，另一方面，

他叉有「平易淡彩」的語言風格。華忱之以為「這兩方面的特色，在孟郊的詩中，

不是互相矛盾，而是得到相當程度的統一。」他之所以有用白描手法刻劃事物，

叉有凝煉的創作風A都孟樣卓越的藝術成就，「那都是他在現實生活的磨煉下，透

過他自己親身的體驗和嘔心瀝血的藝術構思所取得的成果。因此，就使人感到他

的詩無一處不是真情實感的流露，格外有著一種激動人心的力量。 J

金玉若虛〈津南詩話〉便說：「．．．而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

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樂之真，發乎惰性，此詩之正理也。」錢大成〈孟郊詩

論略〉亦以為孟郊詩所以苦吟而能動人在於能立誠而達意，能作窮人之本色語，

II 孟郊好古不移。韓愈〈孟生詩＞云﹔「孟生江海上，古貌叉古心，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令，

作詩三百首，窗默咸池音。」韓愈〈貞曜先生墓志銘＞引張籍云：「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

光。」 盧仝＜孟夫子生生亭賦＞亦云：「﹝瑾自慚承夫子而不失予兮， 傳古道甚分明。」所謂

「於占有光」 、「傅古道甚分明」 ’皆郊性之自然表現。

12 見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頁 4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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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情真意摯，所以感人深也。他說：「郊詩言情之作，絕無客氣假象存其間，

壹本之胸』意，故其感人也深，直率抒寫，無稍顧忌。．．．易曰：『修辭立其誠。』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郊之為詩異於常人者無他，能立其誠耳，能曲達其意

耳。」所以，蘇軾也承認孟詩是：「詩從肺肺出，出則愁肺肺。．．．歌君江湖曲，

感我常羈旅。」（＜讀孟郊詩＞之二），正可說明孟詩在藝術的感染力上，取得

了一定的效果。

最後。我想用孟郊的＜贈蘇州韋郎中使君＞作結，詩云：「嘉木依性直，曲

木亦不生。」嘉木依其本性而植，則其生亦正直，不生曲枝。詩文之創作亦然，

作者如能緣性根惰，則其作品亦必真摯動人。我以孟郊的際過似杜甫、性格像孟

子的，所以，他的詩大多其入世精神，有熱情、有悲苦、有執著，他極想、有用於

世、有為於l吐而叉憤世疾俗、孤高自好的個性，叉使他能性格地陳述喜怒哀樂、

好憎愛惡之惰，在面對世情的平與不平，他叉是講話有捨我其誰的「大聲公」。

孟郊就是這樣一個對自己心情、對父母、妻子、社會、國家有感情而叉敏感

的詩人。他的詩之所以感人，能引起共鳴，有如「橄欖」 14 ’愈、嚼愈能讓讀者感

受到其「真l味」久長的原因，也就在於他的性情真，因而使得他的詩作充滿真性

情的生命啊。

13 韓愈〈醉留東野〉云：「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常恨兩人不相從 。 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

蹋二子蹤？」韓愈嘗比自己與孟郊為李、杜’這是以詩風而言，然若視其生長時代 ， 杜甫歷

經安史之亂，卒於大歷五年（西元 770 年），時孟郊二十歲，他一生也經歷安史亂後的審鎮

割蟬，飽嘗戰亂之苦，此為三者相似之處。此外， 二人亦同時有著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至

於孟郊那種勇於直抒胸臆、批評世局的性格，個人以為，頗有孟子看不慣世情那種「吾非好

辯也，吾不得以哉」的氣勢。

14 歐陽修＜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會評梅聖俞詩云：「丈詞愈清新，心意雖老大。譬如妖韶女，

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嗶。初如食橄欖，其味久愈在。」 華怯之以為這幾句話

用來評鷺孟郊的詩 ， 也極確當。詳見華怯之＜關於孟郊的生平及其創作＞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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