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牧詠史詩析論

楊靜芬

〔摘要〕

杜牧是晚唐一位重要詩人，和李商隱齊名，後人常將他們合稱為“小李

杜” ，以區別於李白、杜甫的並稱“李杜” ，對他的詩歌有很高的評價。他出

身名門望族，祖父杜佑是唐代名相，而杜牧深受杜佑的影響，喜好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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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李中丞

書〉）並旦因為生長於晚唐內憂外患交相衝擊的環境之下，身為一個儒家傳統學

者，卻不能在國家有危難的時候見用，發揮所學，心襄自然憤憤不平，所以做

了許多流傳千古的詠史詩。這些詩作在經過整理歸納之後，可分為： 1.與帝王

有關的詠史詩、 2.與國家社會有關的詠史詩、 3.抒發情懷的詠史詩、 4. 「翻案法」

的詠史詩。本文即欲通過這些分類，對杜牧的詠史詩做進一步了解。

〔關鍵詞〕：杜牧、詠史詩、翻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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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霄

杜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晚唐的傑出詩人。晃公武〈郡齋讀書志〉：「牧

善屬文，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為詩情致豪邁。」（註 l﹜陳振孫《直

齋書錄解題〉：「牧高才，俊邁不羈，其詩豪而豔，有氣慨，非晚唐人，所能及也。」

（泣 2）但一直都是以豔情詩見稱，事實上他還有許多更富價值卻被人忽略了的作

品，這當中有：表達軍事謀略、政治抱負的詩作，如〈郡齋獨酌〉、〈皇風）等﹔

關心民間疾苦的詩篇，如〈題村舍〉、（早雁）等：詠史詩，如：（過驅山作）、〈蘭

溪 〉 等﹔也有為古代婦女遭受不平等待遇而抱不平的，如〈奉陵宮人〉﹔更有描

述景色的清新小品，如（山行〉、（江上偶見絕句〉 。 本文茲就杜牧詠史詩，探討

他在詩中表達的思想。

二、詠史詩探海

「詠史者，讀史見古人成敗，感而作之。 J （註 3）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

因此，對於歷史的寫作，無論是詠史詩、文、賦，甚至各種體裁的史書，一直

不曾間斷。一般人都以為中國的詠史詩始於漢代班圓的〈詠史卜然而真正要追

溯詠史詩更早的歷史，還可以再往上推到《楚辭〉。

按〈楚辭﹒離騷〉：

女嬰之嬋媛兮，申申其苦。曰：縣、幸直以亡其身兮，終然妖乎羽之野。．．．

混身被服強圍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幟。夏樂之

常違兮，乃 i是焉而進殃。后辛之蓋越兮，般宗用之不長。湯禹儼而祇敬兮，

周論道而其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註 4)

列舉歷代君王，賢明有德者，希望楚王能模仿繼蹤﹔荒淫敗德者，則是希

望楚君加以警惕，不要再重蹈覆轍。

雖然不是純粹詠史之作，但因涉及許多傳說及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並具

有詠史抒懷，借古諷今的意義，仍可視為詠史詩之雛型。

另外， 〈詩經〉的〈大雅〉 、 〈頌〉裡面也有許多詩篇是對古人事跡的記載。

l.見晃公武：﹛郡齋讀書志﹜廣文書局，頁 1062 。

2.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483 。

3.見 ﹝ 日 〕 遍照金剛：﹛文鏡都府論〉南卷 ， 人民文學出版社 ， 頁 l詣 。

4.見洪興祖：﹛楚辭補注卡藝艾印書館，頁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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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雅〉中的〈蕩〉：

蕩蕩土帝，下氏之辟。疾威土帝，其命多辟。天生接氏，其命匪謹：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第一章）

文王曰“杏！杏女殷商！人亦有言： ‘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第八章）（益的

除了歌頌周之先而且創立功業與父王有德，另一方面也記載殷之子孫歸降與衍王

之失德，足供後世引以為戒，可謂開了詠史詩託古喻今的先河。這也說明了，

分別代表我國南方、北方的兩大文學源頭，都已經產生了詠史詩的作品，後人

也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開創出更卓越的成績。

到東漢，班固《詠史〉：

三王德彌簿，為后用內刑。太倉令有罪，就達長安城。

自恨身無子，困急獨＊楚。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

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

聖漢孝文帝，側然截至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提縈。（包 6)

雖然鍾嶸〈詩品〉評為「下品」’並說此詩「質木無文J 惜 7），但作為以專詠歷

史人物、事跡為內容的詩歌，使詠史詩這類作品能獨立出來，而與其他題材的

詩歌分離，其貢獻也是不可抹滅。

魏晉南北朝，在詠史詩歌的創作上，這是一個重要時期。

動盪的年代，詩人們雖寄身於山林，但外在的景象並不能滿足他們的心靈，

文人們對國家的安危、社會的治局L十分關注，因此，對歷史的吟詠’自然而然

出現筆下，詠史也成為他們創作詩歌中普遍的樣式。

當時許多一流的詩人都加入了詠史詩的創作，如陸機、江淹、鮑照、曹植、

陶潛等人，都有詠史詩作產生，而梁蕭統的〈文選﹜更進一步將「詠史J 突出

為一個獨立項目。其中以左思﹛詠史﹜八首最為有名，他不但詠述了揚雄、荊

朝、朱買臣等，許多歷史人物，也抒發自己的懷抱與感慨，將述史與詠懷融為

一體，是詠史詩一個新的里程碑。

踏著前人開發的道路，唐代文人們積極的吸收六朝詩人所提供的經驗，因

此，在詩歌藝術攀升到頂峰的同時，詠史詩的創作也綻放了一朵燦爛的花。

初唐王蓮、魏徵、王績為詠史詩賦予了勁健的氣勢。陳子昂〈登幽州臺歌

＞、〈感遇〉三十八首，遠承左思、陶潛的成就。李白、杜甫、 李益、訐渾等人，

5.見朱熹：（詩經集註﹜群玉堂出版公司，頁 159 ° 

6 見班圈：﹛全澳三國晉南北朝詩〉藝丈印書館，頁的。

1見楊祖聿：﹛詩品校注﹜﹒文史哲出版社，頁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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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只是歷史事件的記錄者，他們或是因事興感，或是借史喻今，以古鑒戒，

都為後人創作詠史詩，建立了一個鞏固的基礎，使這類詩更繁榮、更成熟了。

三、扭斂詠史詩作的構成

晚唐的艾學主流，有重返六朝唯美主義的傾向，無論是散文，亦或是詩歌，

一改韓柳的古文及元白的樸賣文字，而回到偶對的！騏儷文體、歌詠女子的監體

詩。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之下，杜牧雖難免也有華麗浮誇的詩作，但卻也不曾在

這股潮流的激盪中被吞沒，而能超越晚唐其他詩人。究竟是什麼樣的背景因素，

促使杜牧創作出這些優秀的詠史詩？這可從兩方面來分析：

（一溶觀環境

杜牧生於晚膺，正值多事之秋。

首先，雖然杜牧出生距「安史之亂」 已有四十年，但安、史之餘勢並未徹底

消滅，藩鎮與朝廷之間的戰爭不會停歇，造成生產面臨破壞，經濟衰退，民不

聊生，此其一。

朝廷內宜宮的檀權，是另一個隱憂 。 直官無所不為，操縱一切，甚至皇帝

的廢立 、生死。大部份朝官都畏懼當官們的威勢，只好聽命順從。文宗時，曾

發生一件歷史上有名的「甘露之變」’就是宣官攝權最明顯的例子，此其二。

相對於藩鎮的割地佔地，宣宮的專權平政，以李德裕、牛僧孺為首的兩

政治對立集團，在同時也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鬥爭。黨人們排斥異己，爭權奪利，

整個朝廷裡面，被他們攪得烏煙瘴氣，此其三。

另外，帝王的昏庸，貪圖享樂，窮兵贖武，奢侈浪費，導致國庫一空，因

此，巧立名目，增加賦稅，將一切轉嫁給人民，一般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此其

四 。

凡此種種，都只是晚唐的內部病症，除此之外，幾個外族，吐蕃、回花不

斷扣邊，唐王朝大批土地失陷，而朝廷無力收復失土，使人民猶如身處煉獄，

深受其害。

在這樣的環境當中，任何一個有自覺的知識份子，在面對國家遭逢如此災

難時，內心都會有所感觸，而藉著文學作品表達自己的看法，杜牧也不例外。

（二）主觀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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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自幼生長於名門望族，家庭世代為宮，若追溯得遠一點，他還是晉

名儒杜預的第十六代孫。而杜牧的祖父杜佑，擔任過德、順、憲三朝的宰相，

子孫們都在朝為官，一門顯赫，其家世背景在當時是為儒者們所企羨的。

杜佑曾撰〈通典〉 二百卷，是我國第一部會通古今，取古今制度為一編，

記述歷代典章制度的書，對我國史學而言，可謂意義深遠，影響廣大。而杜佑

其人，史書稱他「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質明1視事，接對賓客，

夜則燈下讀書，政改不怠 。 」〔〈舊唐書﹒杜佑傳〉〕雖位居高宮，但對學間

的追求仍是樂此不疲。而且，更是一位知人善用，任人唯賢的宰相，並以「富

國安人之術為己任」 ’盡忠為園。杜牧自幼跟著祖父，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祖

父的萬卷藏書，為他提供了先天上良好的條件，使他能有機會涉及儒家經典，

廣及諸子百家。值得一提的是，在杜牧學習過程中，他對於「兵法」相當有興

趣，不但涉獵各種兵書，熟悉、戰爭策略，更為〈孫子兵法〉作注。杜牧曾自述

其志向：「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絃歌教燕、趟，蘭芷浴河邊。腥腫一掃清，

兇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壽域富農桑 。 」 〔 〈獎川文集﹒郡齋獨酌〉 〕 希望

天下統一，百姓能過太平的日子 。 這些宏願，可以說大部份是繼承杜佑儒家齊

家治國思想。

先天優涯的家世背景與特殊的學習環境，奠定了杜牧詩歌創作主要思想傾

向及內涵，再加上外在的客觀因素刺激，便促成了杜牧流傳千古的詠史詩之產

生。

四、拉澈的詠史詩

杜牧的第一首詠史作品，表現在使他獲得進士的通榜作品一一（阿房宮賦）。

本賦前半段極力描寫阿房宮之瑰麗：

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鰻迪，著牙禹啄。各抱地勢，鉤心鬥角。

盤盤焉，囡囡焉，蜂房水渦，益不知乎幾千萬落。長椅臥波，未雲何

龍？複道行堂，不賽何虹？高低迷冥’不知東西。歌臺暖響，春光融

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

五步一樓 ，十步一筒 ， 走廊彎彎曲曲 ， 屋黨高起 ， 其狀如鳥啄食﹔宮室迂

迴曲折， 像蜂房水渦，有好幾萬座﹔房屋高高低低，讓人不能分辨東西南北，

眼花撩亂 。 到後半段，筆鋒一轉，指出統治者為逞其私欲， 搜括民脂民膏，斂

聚無度：

燕、趨之故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採掠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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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錯玉石，金塊珠碟，素擲

邁進，秦人視之，亦不甚惜。

燕趙韓魏齊楚，從人民手中l聽掠個種珠寶，堆積如山。不能佔有時，便連

到阿房宮，而秦人也不甚愛惜，丟得到處都是。

可貴的在於’作者最後提出自己的意見，六朝和秦國之所以會誠亡，原因

沒有別的，在於上位者不能體恤民惰，只知道搜獵天下財物來供己揮霍，並進

一步警告在位者：

滅六國者，六圈也，非暴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哇乎！使六

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

為君，誰得而足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之鑑

’有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事實上，這篇（阿房宮賦〉是杜牧有所感於當時的情勢而作的。由於穆宗

好酒色，服金丹，以致早夭。其後太子登位，為敬宗。他和穆宗一樣荒唐，大

興土木、建造宮殿、耽溺於酒色歌舞，不務政事，置天下蒼生於不顧。杜牧見

此，深感憂心，於是寫下這篇擒炙人口的作品，最主要目的是冀望以揭示六朝

和秦國滅亡的原因，借古諷今，提供給晚唐最高統治者為鏡，避免重蹈覆轍。

這是年輕時杜牧所作的文章，隨著時間的流逝，歲月的增長，閱歷的豐富，

以及前述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的影響，杜牧的詩作逐步邁向成熟，他的詠史詩

篇也陸續完成，接下來，就依內容，將其詠史詩分為幾類：

（一）與帝王有闋的詠史

這類作品是他詠史詩作中數量最多的一類，涵蓋的歷史範圈也是最廣。

和所有封建時代的文人一樣，杜牧將對復興晚唐積弱不振的國政，及拯救

外患侵擾的希望寄託於統治者的身上，但晚唐的皇帝卻多不成材，生活奢侈荒

淫，因此，杜牧便以詠史的筆法，辛辣的諷刺，給予他們當頭棒喝，希望他們

能迷途知返，為百姓國家謀福。

1. （過攝山作 〉：

始皇東道出周鼎，劉、項縱觀皆引頭。削平天下實辛勤， 卻為道旁窮百姓。

時首不愚繭益愚，千里晶關囚獨夫。牧童火入九泉底，境作灰時猶未枯。

秦始皇東遊出巡，劉邦、項羽等「賽今首」百姓引頸觀看，雖然辛勤削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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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卻因奢侈淫逸，而將天下拱手讓人，獨裁暴政也打碎了統霸天下萬世的美

夢。「焚書坑儒，以愚果今首」的政策，並沒有使百姓愚蠢，相反的，卻因自己越

來越愚蠢，牢固的函谷關天險，非但不能成為保衛江山的銅牆鐵壁，反而把這

個暴君鎖在襄面，牧童一把火燒到地底時，仍屍骨未腐呢！赤裸裸地將秦始皇

因暴虐無道而斷送大好江山的憤怒之情道出，表面上像是在諷刺秦始皇，但真

正用意是在以古喻令，希望當朝統治者一一敬宗，能引以為戒。

2. ＜ 商山富水驛 〉 ：

益慧、猶來未覺賢，終須南去弔湘 Jll 。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華白日憊。

那使每思當面唾’清貧長欠一杯錢。驛名不合輕移改，留警朝天者惕然。

「富水a驛 J 為唐代驛站名，驛本名與陽謀議同名，元棋以此驛犯直臣陽城（陽

謀議）諱而力主改名 。 前二句寫模直如賈誼、陽謀議，向來不為社會所容，因

此被貶調到南方去了 。接著以漢代朱雲為例，雖然在當時，輿論對朱雲的評價

並不高，但是經過長時間的考驗之後，他的名聲卻像夏日的豔陽高高掛。「邪飯」

二句，道出陽城對富麗侵邪惡小人的痛恨，直想當面唾沫，自己則貧困得連酒錢

都付不出，生動刻劃陽城清廉正直的形象 。 末兩句表達出杜牧的看法：清犯顏

直諜的陽城，其德行可與漢代汲黯、賈誼、朱雲等人相比，足以使至長安任官

者作為警惕、效法，所以不希望輕易改名 。

詩中明用朱雲之典，有隱含譏刺的味道 。 因為，漢成帝雖昏庸，但仍能採

納謙言，而德宗卻將陽城貶至道州，可見實昏庸至極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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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樓臺煙兩中。

這首詩的絕妙之處，在於描寫江南秀麗風光的同時，又能慘入對統治者迷

信宗教的諷刺。前二句作者鋪陳了江南地區如畫的優美景色，千里江南，鶯聲

盈耳，紅綠交映，依水的鄉村，傍山的城郭’酒旗隨風飄搖。後兩旬，寫到已

滅亡兩三百年的南朝，當時統治者因崇奉佛教，大肆建構寺院，並欲藉此痲痺

人民，達到其維護封建統治的目的，但這些佇立在濛濛煙雨中，豪華奢麗的寺

廟，根本無法挽救滅亡的命運。杜牧作此詩除了無限感嘆之外 ，包含了諷勸之

意，對當時崇佛的統治者提出警告。

4. ＜過華清宮絕句三首）：

長安迴望續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鬧。一騎紅塵妞，子笑，無人生口﹔是lh枝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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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豐綠樹起黃埃，數騎漁陽探使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萬國笙歌醉太平，倚天樓殿月分明。雲中亂拍祿山舞，風過重巒下笑聲。

「安史之亂」是發生在唐代的一個重大事件，這個歷經八年的動亂，給人

民帶來莫大的苦難，也使得唐代國勢由勝而衰，從此一概不振。安史之亂的發

生，統治者的昏慎，對楊貴妃的過份寵愛，以及與楊國忠、安祿山之間不正常

的關係’是最直接的導因。

「華清宮」是唐玄宗修建，與楊貴妃遊樂之地，安史之亂時遭受到破壞。
杜牧藉此把廢的宮殿，對唐玄宗進行尖銳的批判。本詩第一首寫的是因為楊貴

妃愛吃蕩枝，唐玄宗為保嘉枝的新鮮，不惜千里迢迢強使騎平在炎炎熱日之下，

運送蓊枝到宮的奢侈腐化行為。第二首「新豐」二句，新豐那地方揚起黃色塵

埃，至漁陽探安祿山動靜的使者回來。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叛變前，重金賄賠

探使輔主要琳，命他欺瞞朝廷，使唐玄宗仍然對安祿山深信不疑。因此，末兩句

說唐玄宗安心的在山上歌舞著〈霓裳羽衣曲〉，直到中原被攻破才下來。第三首，

前二句追憶天下太平時，處處笙歌，高入天際的樓殿，被咬潔月分照得分外光

明。「雲中」二句寫善於在玄宗面前裝瘋賣傻，博取歡心的安祿山，以其肥胖，

腹垂過膝的身體，跳著〈胡旋費〉，自然會眾人笑聲四起，而一陣風吹，飄過重

重山巒’傳到山下。詩人直抒胸聽，對唐玄宗及楊貴妃的淫樂無度作了鞭辟入

裹的譴責。

5. ＜華清宮三十韻〉：

繡嶺明珠殿，層巒下綠牆。仰竄雕檻影，猶想精袍光。昔帝登封後，

中原自古強。一千年際會，三萬里農桑。几席延堯、舜，軒埠立禹、湯。

雷霆馳號令，星斗煥文章。釣築乘時用，芝蘭在處芳。北扉閑木索，

南面富循良。至道思玄圍，平居厭未央。鉤陳裹巖谷，文陸壓青蒼。

歌吹千秋面，樓臺八月涼。神仙禹螺峙，環佩碎T嘗。泉暖涵窗鈍，

雲嬌惡粉囊。嫩嵐滋翠躁，清清照紅糙。帖泰生靈壽，歡娛歲序長。

月間仙曲調，霓作舞衣裳。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玩兵師武漢，

迴乎到干將。僻、I掀東海，胡牙揭上陽。喧呼鬼鬼血，零落雨林槍。

傾國留無路，還魂怨有香。蜀峰橫慘峙，秦樹遠繳茫。鼎重山難轉，

天扶業更昌。望賢餘故老，花尊舊池塘。往事人誰間，幽襟淚獨傷。

碧＂斜送日，殷黨半凋霜。道水傾瑤砌’疏風轉玉房。塵埃羯鼓索，

片段3名枝堂。鳥啄摧寒木，蝸誕蠹畫祟。孤煙如客恨，造起泰陵傍。

這首詩從描寫華清宮地形開始，兜引出前塵往事。這首詩是杜牧詠史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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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長的－首，也是批判最嚴厲的一首。前四句先從華清宮的地理形勢，及舊日

的宮殿寫起。重重山巒環抱著宮牆，仰望山上雕檻的影子，想像唐玄宗身穿紅

袍佇立於此。「苦帝 J 開始十二句，描繪開元盛世。玄宗創造開元盛世，中國便

成強盛的國家，男耕女織，安居樂業。在上位者像堯舜一樣，延攬人才，朝臣

皆如湯禹一般賢良。唐玄宗賞罰分明，禮樂制度也井然有序，朝廷上多的是奉

公守法的官吏，百姓循規蹈矩，鮮少犯罪。「至道」以下十八句寫唐玄宗窮奢極

欲，極盡歡娛的情形。他住膩了未央宮轉而留戀華清宮，這裡以相傳在崑崙山

上的神仙居所，比喻巖谷環抱，雕花臺階聳立晴空的華清宮。八月時秋高氣爽，

因逢千秋佳節，歌聲歡樂聲處處傳送。嫂妙女子在樓台上翩翩起舞，身上佩環

發出叮噹響，好似神仙。正當百姓為國家祈求國泰民安的同時，玄宗卻沉緬於

楊貴妃的〈霓裳羽衣曲〉尋歡作樂，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玩兵」以下二十

句則極力描寫安史之亂。玄宗多次發動戰爭，卻叉用人不當，導致安史之亂暴

發，如火如荼的進行，逼得楊貴妃溢死。雖然心裡對楊貴妃的死十分惋惜與哀

傷，但也只能空懷念，孤獨地度過餘生。「塵埃」六句寫到唐玄宗的荒淫已成往

事，如今華清宮布滿蟲跡，只有鳥啄寒木之聲，十分淒涼，在不勝感慨中結束。

同樣指陳唐玄宗的罪狀，毫無留惰的譏諷批判。

6. ＜臺城曲二首〉：

整整復斜斜，晴旗簇晚沙。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誰憐容足地？

-er 羨井中蛙。

王頒兵勢急，鼓下坐蠻奴。激，直倪塘水，又牙出骨鬚。乾蘆一炬火，

迴首是平蕪。

前朝帝王的荒淫誤圈，也常是杜牧嘲諷的對象。

第一首前二句描寫情伐陳，軍隊每至傍晚就集中到江邊。中二旬，情大將

軍韓擒虎率兵入城活捉棟後主，陳後主面對亡國之際，心裡唸的卻是樓台上的

寵妃張麗華。「誰憐」兩句則辛辣的諷刺陳後主，面對敵軍圍剿時，竟躲入井中，

以求茍活 Q 第二首「王頒J 二句，說到隔將王頒率兵攻勢急，和下旬敵前投降

的蠻奴形成強烈對比。「激豔J 二句，倪塘池水陣陣漣漪。「叉牙」本來是指枝

條橫生的樣子，這裡用來形容鬍鬚雜亂。王頒的父親為陳武帝所殺，情滅了陳

之後，王頒挖開武帝之墓，見武帝鬍鬚自骨中長出，於是焚骨取灰，放入水中

飲之。未二句寫情將攻入城後，一把火將宮殿燒成廢墟。連用了三個歷史故事，

都是亡國者在被滅亡之後，慘遭凌辱的例子，除了正面諷刺陳後主荒淫誤國之

外，更深一層是藉此希望當朝者永記陳亡國之痛，及其恥辱。

7. ＜揚州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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埸帝雷塘土，迷藏有舊樓。誰家唱水調，明月滿揚卅。駿馬宜闖出，

千金好崎遊。喧闌醉少年，半脫紫彗裘。

秋風放螢苑’春草鬥雞壘。金絡擎鵰去，嘴環拾單來。蜀船紅錦重，

越彙水況堆。處處皆華表，堆王奈卻迴。

街重干步柳，霞映兩重城。天碧壹閣麓，風涼歌管清。纖腰間長袖，

玉珮雜繁縷。拖軸誠為壯，豪華不可名。自是荒淫罪，何妨作帝京。

揚州是唐代最為繁華的地方，晴：場帝曾幸臨此地，因沉緬聲色，荒淫無度

而招致民不聊生，百姓紛紛起義。

第一首前四句描寫隅，陽帝葬地雷塘，這裡曾建有著名的迷樓。在月光灑滿

全城的夜裡，不知是那戶人家唱起《水調〉？後四句寫公子哥兒們騎著駿馬出

來閒逛遊玩，出手闊綽，一擲千金。喝醉了以後，喧鬧著，並且敞開身上的紫

貂裘。第二首極寫揚州當年之盛況。「秋風」二句，秋天的時候在階苑放螢火，

春天時遊鬥雞晝。打獵時用金絲繩繫住雕，逗弄著綁著鶯環的翠鳥。「蜀船」 二

旬，蜀船運來彩色的錦布，越藥載來沉香之木。揚州水路運輸交通發達，各地

的貨品、物資都集中到此地。「處處」二句，揚州處處繁榮，無奈准南王劉安卻

棄世而登仙。第三首「街垂」二句，楊柳在長街兩側隨風飄拂，霞光照映著城

廓。「天碧J 二三句，蔚藍晴空下，臺閻益發秀麗，歌聲、弦聲在涼風吹送下，清

亮悠揚。「纖腰」二句，纖細的腰枝，長長的袖子，翩然起賽，遊客騎著戴有玉

佩的名馬。「拖軸」 二句描寫這裡壯觀的地勢及奢華的社會風氣。最後兩句則是

抒發內心情感，道出惰的亡國與揚州作不作帝京無闕，全是晴：場帝荒淫無道的

結果 。 由遠寫到近，從描繪揚州的大環境，寫到域內建築物，再拉到眼前人物，

末了則將感情推到最高潮。

8. ＜題武關〉：

碧溪留我武關束，一笑懷玉跡自窮。鄭柚嬌饒甜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蓮。

山牆谷塹依然在，弱吐強吞盡已室。今日聖神家四海。戌旗長卷夕陽中。

前四句寫碧溪的風景美麗，使我留在武關東邊，嘲笑楚懷王至此窮途末路。

鄭袖嬌媚，濃豔得像酒醉似的，忠貞的屈原被放逐，就像蓬草一樣，行蹤飄搖

不定。楚懷玉寵愛鄭袖，放走騙取土地的張儀，叉聽信讀言，導致入武關後一

去不復返。後四句寫到今天山牆谷塹依然存在，戰國時代弱肉強食的局面成為

過去 。 現在四海昇平，戌邊的軍旗永遠在夕陽中飄捲。

詩人遠溯至楚懷王，內聽奸債之言，寵溺鄭袖，放逐忠臣屈原：外中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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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儀之計，喪失土地，最後客死異鄉。表達了對楚懷王的議諷，對屈原的同情

之外，更可看出他冀望在位者能以此為前車之鑑的用心。

（二）與國家社會有關的詠史

1. ＜過勤政樓〉：

于秋佳節名堂在，承露絲囊世已無。唯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兩土金鋪。

「勤政樓」是建於玄宗閱元年闊的一座宮殿。前二句，「于秋節」是唐玄宗

生日，這天除了群臣、王公貴族上朝送禮祝壽之外，士庶皆結絲承露囊。如今

人事已非，只剩一個空名，熱鬧景象不復見。因此末兩句說：只有鮮苔每年趁

著雨天，爬到勤政樓前。詩人百感交集，感慨閱元盛世難再見，過去一切恍如

幻影，內心不勝喘噓。

2. ＜登樂遊原〉：

長空浩浩孤島沒，萬古消沉向此中。看取漢家何似葉，五陵無樹起秋風。

「樂遊原 J 是長安城南的遊覽勝地，從那裡可望見五陵。前二旬，在淡漠

的長空中，只見孤鳥飛去，身影逐漸隱沒，萬古事蹟也都消失在其中。後兩旬，

顯赫一時的漢代王朝偉大功業，如今剩下什麼？秋風拂過，五陵一片荒蕪寂寥。

這首詩藉孤鳥的飛行，而嘆古來盛世的消沉﹔以五陵的興廢，抒其今昔之慨。

借著對憑弔漢代的衰退，引發他對國運江河日下的唐代無限的憂慮。

3. （春申君）：

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誰與怯冤魂？三千賓客總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圍？

春申君是戰國時人，他養了三于多門客，待他們如上賓。李圖為了維護自

己以不正當手段獲得的名利，而將春申君殺了。「烈士」二旬，凡有志之士都想

酬報能以國士高禮待己的人，然而誰能為春申君雪冤？末了二句，三千門客受

春申君的恩惠，珠履翠繞，但有誰願去殺李圖報仇呢？這正是有感於在晚唐衰

亂之際， 大小官吏只知明哲保身不能為國家分憂解難，盡一己之心力。

4. （故洛陽城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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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宮牆當道危，行人為汝去遲遲。事圭苑襄秋風後，平無館前斜日峙。

黨鋼豈能留漢鼎，清談空解識胡兒。千燒萬戰坤靈死，慘慘終年鳥雀悲。

本詩前四句描寫故洛陽城在秋風落日下，行人駐足流蓮，一片寂寥、蕭瑟

的景象﹔後四句說到漢代黨鋼之繭，魏晉的清談，結束了國蚱，此洛陽故城也

因歷經戰亂而慘遭破壞，連山川神靈都難以倖免。如今荒無人煙，只剩一座空

城。這是詩人因感於受多次戰爭毀壞的故城，希望上位者以歷史為殷鑑，為國

家社會謀福利。

晚唐社會問題重重，政局動蕩不安，黨爭激烈，生存在這樣的環境中，愛

國的杜牧眼見在位者一個換過一個，卻無力拯救衰頹的國家，只好透過寫作詠

史詩的方式來宣洩滿腔革弊輿振之火，同時也可看出他對太平社會、安和樂利

生活的嚮往。

（三）抒發情髓的詠史詩

杜牧受儒教影響，忠君愛國，倫理孝道的觀念、深植其心。由於晚唐時候情

況特殊，內憂加上外患，因此一股強大洪流在杜牧的心中翻滾攪動，特別是考

上進士之後，他更希望能發揮自己所學，為國家朝廷，為人民盡一己的心力，

拯救天下蒼生。但晚唐的積弱不振已不是靠一、二個人就可以起死回生的，特

別叉加上連續幾任荒淫的國君，杜牧始終不被重用，因此，抒發內心情感的詩

作自然就應運而生了。

這類描寫內心的作品可分成：

(1）抒發懷才不遇的情緒

1. （蘭溪〉：

前﹔真春盡碧決決，映水蘭花兩發香。楚國大夫憔悴日，應尋此路＊瀟湘。

蘭溪因兩側多蘭得名，而蘭為屈原所喜好之香草，其辭賦也多以香草喻忠

貞、愛國之士。「蘭溪」二旬，在暮春時蘭溪溪水一片碧綠，倒映水中的蘭花在

雨水的洗株後散發清香。「楚國」二句，杜牧由此而聯想到當初屈原的被放逐，

很可能路經此地。再由屈原的鬱鬱不得志，寄寓自己報國無路、懷才不遇之惰。

2. （題魏文貞 〉：

總結寧與雪嘉期，賢哲難教俗士知。可憐貞觀太平後，夭且不留封德葬。

這首詩是讀揚忠謙之士魏徵，貶斥封德舞。首二旬，聽蛤春生夏死，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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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死，如何能見到霜雪呢？用此比喻下面的「俗士」。聖人賢哲是不能被這種俗

士了解的。末二句，可惜老天不讓封德算多活幾年，看見貞觀之治。魏征、封

德、舞兩人曾為治國之策互有爭執，但唐太宗最後還是採納魏徵之言，而歷史也

為唐太宗的善用人才做了最好的證明。在讀賞唐太宗、魏徵之餘，融入了自己

生不逢時的慨嘆。

3. ＜題橫江館〉：

蒜、家兄弟晉龍釀，馳騁功名業帝王。至竟江山誰是主？苔嘰空屬釣魚郎。

「橫江館」為橫江浦之驛館，橫江浦自古為多爭鬥之地。「孫家」二旬，當

年孫策、孫權兩兄弟在此建立帝業，西晉王濤則於此一舉滅吳，成就晉朝的統

一事業。末二句則將時間拉回到現在，問：時至今日，功臣、帝王何在？只見

江邊垂釣魚郎。隱約透露出詩人對時光流逝，而功業未竟的苦悶。

(2）對古人之批判

1. ＜題木蘭廟〉：

彎哥征戰作男兒，夢襄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彎弓」二旬，白天雖像男人一樣，持彎弓征戰沙場，但夜裡在夢中卻描

畫眉毛，恢復女兒身。「幾度」二旬，回想、故鄉時，舉起酒杯，在拂雲堆上向王

昭君祝禱，以昭君國家至上的精神自許。木蘭、明妃，一個是代父出征， 一個

是為國和親，她們犧牲個人青春幸福的高尚人格，是為國為家的最佳典範。詩

人難免自省： 一個堂堂男子漢，卻無用武之地，非但不為朝廷見用，更不能為

國家人民拋頭顱、灑熱血，自然會對這兩位女子產生一種企羨、尊敬之惰。

2. ＜題桃花夫人廟〉：

細腰宮里露新桃，脈脈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墮樓人。

這是詩人表現他的另一種情懷。前二句，以「露桃」 新放描繪息夫人，在

楚文王滅息 ，強佔息媽為妻之後，息偽因以事二夫為恥，終身不語，故詩人問

到：你默默不語，已度過幾個春天？末兩句，轉筆叉開：究竟息國是為何而亡？

真正可憐的是金谷園跳樓自殺的綠珠。他認為息嫣雖被楚文王強納為夫人，但

息園的滅亡實因她而起，所以，應如綠珠墮樓報石崇一樣，剛烈赴死，不茍活。

「不事二主、不事二夫」的傳統觀念，使他給予這兩個歷史故事新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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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翻寒法

杜牧以翻案法寫詠史詩，是後代文人最為讚賞的。他的寫法別出新裁，往

往推翻前人定論。趙翼〈區北詩話〉：「杜牧之作詩，、、、、多作翻案語，無

一平正者。」（許 8）這使杜牧擺脫前人的黨臼，得以開創自己的新格局。

1. （赤壁〉：

折軾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杜牧翻案法最典型的一個例子。赤壁之戰是我國歷史上罕見一次以少勝多

的戰役，後代詩人常談論此次戰爭。當時曹軍有二十多萬，位西北﹔孫權、劉

備的聯軍在東南，由周瑜領軍三萬人對抗曹軍。曹操因軍隊不慣水戰，擔心士

兵暈船，因此，下令船隻用鐵鎖綁在一起。而周瑜採用了黃葦的計壞，將船裝

滿油，詐降，當船接近曹軍時，便放火燒船。曹軍因為船隻全被鐵鎖綁住，無

法解脫。正在此時，東南風大作，火順著風勢，把曹軍的船隻全數燒毀，孫、

劉聯軍大獲全勝。

「 f斤載」三句，將理於沙中，尚未腐銬的斷戰撿起，自行磨洗後，發現是

前朝的遺物。後二句，由這枝斷載聯想、赤壁之戰時，若不是有東風助周瑜一臂

之力，那麼恐怕大小喬早已被鎖在銅雀臺中了。

杜牧年輕時會熟讀兵法，略諮作戰技巧，深知「天時、地利、人和」是任

何戰役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此，把整首詩的重點放在「天時」一一東風。

抓住這一點，不正面歌頌此役的勝利，而是反論：如果沒有吹東南風，那麼，

三國頂立的歷史將會改寫，連大小喬都會被曹操關到銅雀臺上供他玩樂了。杜

牧一改人們對周瑜一貫的評論，寫出不同於人的看法。

2. （題商山四皓廟一絕〉：

呂氏強讓子制柔，我於天性豈恩憐。南軍不祖左邊抽，四老安劉是滅劉。

前二旬，以呂后的強悍、子繭的柔弱形成強烈對比，接著說到，有這種看法並

不是自己對人性抱持偏見。末兩旬，因為當時京城有南北草，掌權於呂產、呂

祿。呂后死後 ，二人便謀叛變。而劉邦舊臣周勃入北軍門，傳令入軍中，「為呂

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全軍皆左袒’於是得北軍軍權。其後又使朱虛侯劉章率

8.見趙竇：〈區北詩話﹜﹒卷十一，廣文書局，頁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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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入宮，將諸呂鏟除殆盡。所以他說：如果南軍不袒左邊袖效忠、劉氏的話，那

麼四老扶助太子，究竟是穩住天下，亦或是促使天下滅亡呢？

「四皓」是秦末漢初隱居於商山的四位老人，分別是東團公、角里先生、

綺里季、夏黃公。根撮〈史記﹒留侯世家〉的記載，漢高祖劉邦因太子劉盈柔

弱，欲廢之而另立戚夫人子，趟玉如意。呂后請張良幫忙，商計後，請出隱居

商山的四皓協助太子，終於使漢高祖回心轉意，讓劉盈繼承帝位。惜的這件事光

在唐代就有多位詩人曾經題詠’如李白、溫庭筠、李商隱、胡曾等，但都是著

筆於頌揚四皓輔佐太子之功。杜牧則辦棄傳統的看法，認為四皓扶助難成大業

的劉盈登基，實際上間接造成稍後呂氏的禍患。如果當初漢高祖廢了惠帝，立

趙玉如意為太子，就不會導致呂氏之亂。因此否定了一直以來受人稱讀的四皓，

而吐出「四老安劉是滅劉J 之嘆。

3. （題烏江亭〉：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弟子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秦末，項羽和劉邦爭天下，打了許多年仗，最後，項羽被劉邦打得大敗，

退到烏江，這時項羽身邊只有二十八人，劉邦卻有幾千騎兵，項羽因覺愧對江

東父老，於是拔劍自鍋。

杜牧寫這首詩，同樣打破一般人稱讚劉邦的定見。「勝負」三句，以他對兵

學的素養，認為戰爭自然是有輸有贏，勝負乃兵家常事，包羞忍辱，能屈能伸

的才是真正的男人。所以未二句說，如果項羽不自殺，憑江東的才俊子弟，重

整旗鼓，捲土重來，再和劉邦決一生死，那麼，勝負仍是未知數！這也透顯出

杜牧百折不撓的精神。

4. （雲夢澤〉：

日旗龍捕想飄揚，一索功高縛楚玉。直是超然五湖客，未如將始郭海陽。

「曰旗」二旬，謂繪有日、龍圖像的控旗在風中飄揚，漢高而且偽稱出遊雲

夢，設計擒獲楚王韓信。「直是」二句，「五．湖客」指的是范龜，輔佐越王勾踐

滅吳後，告官退隱。但是他們都不如郭子儀，因為只有郭子儀在平定安史之亂

後，能居高官，享富貴，得善終。杜牧並不是稱揚韓信、 范蠢、郭子儀的偉大

成就， 而是著眼於他們三人和帝王之間的關係’透過這三個歷史教訓，表達君

王應該始終信任忠臣的想法。

9.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並附續三種〉第三冊，頁 2個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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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杜牧是晚唐詩壇難得優秀的人才，雖然像「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

倖名」（〈遣懷〉）這樣的句子，讓後人誤以為他只是流連青樓，沈迷聲色的風

流才子而已。事實上，由於他出身士富家庭，受儒家立志用世，盡忠為國思想、

洗禮，並且生於國家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之時，因此，在熟讀聖賢典籍之餘，深

入研究兵法，期望有朝一日能被甲上障，悍衛國家安全，保護百姓生命。然而

生不逢時，積弱不振的朝政，加上昏君誤園，使他縱使身懷高強之才，憂國憂

民之志，也苦無發揮的機會，只好將所有的怨氣發洩於作品中。他或以前朝或

以本朝怠慢國事，擾亂民安，奢靡享樂的君主為例，大加撞伐，藉此給予上位

者當頭棒喝，讓他們清醒，以歷史為鑑，從此發憤圖強，用心治理國家。晚唐

社會政治紛亂，百姓為生命財產自顧不暇，在朝為宮者只知搜括民脂民膏，謀

私營利，寡廉鮮恥，罔顧忠孝倫理，杜牧與國家社會有關的詠史詩，希望能喚

醒他們的道德心。生當亂世中，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負，挽救頹危的國家，恐怕

是每一個有自覺的讀書人最痛心的事，杜牧在此刻做不到「兼濟天下」’只好「獨

善其身」’寫些詠史詩，表達自己不被見用的苦悶心情。而杜牧詠史詩中最精彩

的部份一一「翻案法」’題材雖然早已經過多人諷頌，不見得是他的獨創，但是

他卻能推翻前人定見，用犀利的眼光對史事予以分析解剖，寫出和前人大相逕

庭的意見，樹立屬於個人的獨特風格，闖出更高的藝術成就。
杜牧的詠史詩呈現多面的風絡，不但抒發個人情志，更多是關心社會國家

的詩篇，這是在安史之亂後，整個唐代詩壇逐步走向濃聾弔詭詩風，難得的現

象。在國家經歷此一浩劫後，他不但沒有一味的消沉躲避，也沒有沉迷於酒色，

反而表現出他遠大的政治理想，和積極的進取精神，為唐代誠亡前夕回光返照

階段，一些有志之士企圖挽回國運的努力，做了一個最好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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