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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曲五首賞析    黃坤堯 

詩詞曲五首作品淺白易懂，一般學生都容易讀得明白，對老師來說也沒有

甚麼難度。換一句話來說，除了講解主題內容、分析寫作手法之外，在課堂上

可能也沒有太多可供發揮的空間。此外，中學課程並沒有要求老師教學生寫

詩，填詞，作曲等，大家對格律也沒有深入的認知，似懂非懂的，一知半解，

更不知從何說起了。面對詩詞曲教學，究竟我們該教些甚麼，怎麼教？看來也

是不容易解決的課題。此次的導賞計劃以作品賞析為主，加上若干的文獻考

證，希望能呈現作品的真面目，供大家討論。 

 

 詩詞曲五首有五古、五律、七古，小令詞、曲各一首，包括不同的體裁，

各有不同的意象和意境。而作品年代的跨度亦長，分別有漢魏、唐、宋、元各

代的作品。用韻方面也很複雜，五首作品分屬上古音、中古音(平水韻)、詞

韻、曲韻等不同的音韻系統，由有入聲到入聲消失，性質各異，可能不用對學

生說得太多，但老師還是要具備相關的知識，必要時可以適當發揮。 

 

此外，我們還要注意詩詞曲的句法、語法、聲律、對仗、主題、結構、意

象、境界等。在這五首作品中，〈行行重行行〉、〈望月懷遠〉、〈江城子〉三首

偏重情境，〈賣炭翁〉表現事境，而〈天淨沙〉則顯屬呈現意境的佳作了。 

 

古詩〈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别離。［歌］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支］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支］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支］ 

相去日已遠，［元］衣帶日已緩。［元］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反。［元］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元］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元］ 

［〈古詩十九首〉(其一)］1 

 

關於古詩的作者 

 古詩作者佚名，一般當作無名氏處理。《文選》李善注：「並云古詩，蓋不

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車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

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向

曰：「不知時代，又失姓氏，故但云古詩。」2 李善認為古詩的作者是西漢人，

                                                      
1〈古詩一十九首〉之一，蕭統(501-531)編，李善(636?-690?)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6 年 8 月)，卷二十九，頁 1343。 
2 蕭統編，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 

1987 年 8 月)，頁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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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在李陵(?-74B.C.)之前。可是詩中又提到洛陽、東門及宛(yuān; jyn 1，南陽)

等地名，可能又屬東漢作品了。 

 

五言詩模仿漢樂府的五言句法，早期作品一般質木無文，缺乏佳製。〈古詩

十九首〉情韻悠揚，感人亦深，代表五言詩第一批成熟的佳作，主導後世詩歌

的發展，影響甚大。此外，劉勰、徐陵認為古詩中含有枚乘(?-140B.C.)〈雜

詩〉九首。 

《文心雕龍．明詩》：「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即枚乘)；其〈孤竹〉

一篇，則傅毅之辭。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詹鍈義證云：「『行行重行行』，

詩中有『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句，徐中舒說西漢有『代馬』、『飛鳥』對

舉的成語，然並不工切；東漢有以『胡馬』、『越燕』對舉者，有以『代馬』、

『越鳥』對舉者，均較工穩，〈十九首〉中亦有『胡馬』、『越鳥』之對，其非西

漢人手筆可知。」見〈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3 

 

《玉臺新詠》錄枚乘〈雜詩〉九首。〈西北有高樓〉第一。〈東城高且長〉

第二。〈行行重行行〉第三。〈涉江采芙蓉〉第四。〈青青河畔草〉第五。〈蘭若

生春陽〉第六。(此首《文選》不錄。陸士衡有〈擬蘭若生朝陽〉詩。)〈庭中

有奇樹〉第七。〈迢迢牽牛星〉第八。〈明月何皎皎〉第九。4 

 

陳沆《詩比興箋》錄《枚乘詩箋》九首，認為李善所指「驅車上東門」、

「游戲宛與洛」二句不在其中，論云：「則十九首固非一人之詞，惟九章則為乘

作也。本傳兩上吳王之書，其諫顯。九詩多出去吳之日，其諫隱。乃知屈原以

前無騷，枚乘以前無五言，若非宗國故君之感，烏能迫其幽情，激其變調，下

啟百世，上續四始者乎。自《文選》濫竽，後人接響，郢書燕說，無病徒呻，

不有論世闡幽，曷以誦詞逆志，以為古之作者，亦將有樂於斯也。」5 

 

鍾嶸《詩品》：「其體源出《國風》。陸機所擬十二首。文溫以麗，意悲而

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

怨，頗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指曹植、王粲)所制。〈客從遠方來〉、〈橘

柚垂華實〉，亦為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6 曹旭云：「近人

多謂東漢末年桓、靈之際下層失意知識分子所為，非一人一時一地之所作

                                                      
3 劉勰(465?-521?)著，詹鍈(1916-1998)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8 月)，頁 189，191。 
4 徐陵(507-583)編，吳兆宜注、程琰刪補，穆克宏(1930)點校：《玉臺新詠箋注》(北京：中華書

局，1985 年 6 月)，頁 18。 
5 陳沆(1785-1826)撰：《詩比興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12 月)，頁 16。［沆 háng；

hɔŋ 4］ 
6 鍾嶸(468?-518)著，曹旭(1947-)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10 月)，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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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7  

 

木齋〈論《洛神賦》及《行行重行行》〉：「本章重在研究曹植黃初二年

(221)前後的詩文寫作，論證《洛神賦》為植、甄關係的原型表現，并論證十九

首《行行重行行》為曹植於黃初二年(221)六月離別甄后的感思之作。」參第三

節〈《行行重行行》與《塘上行》應為植、甄互贈的詩篇〉。8  

 

鍾嶸提出〈古詩十九首〉可能是曹植(192-232)、王粲(177-217)所作，沒有

任何論斷。木齋結合曹植的詩賦文作品，論定〈古詩十九首〉是曹植所作，風

格相近。惟迭經討論，尚未得到學術界的確認。至於陳沆所稱枚乘九首之說，

雖然有文獻根據，但後人一般亦罕見採納。沈德潛《說詩晬語》：「古詩十九

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游子他鄉，死生新

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言。初無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

詩，皆在其下。」西晉陸機曾逐首逐句地摹仿了其中的十二首，東晉陶淵明、

宋代鮑照等，都有學習〈古詩〉手法、風格的〈擬古詩〉。9 

 

至於寫作年代，一般認為是東漢後期的作品，我個人傾向採用漢魏之際，

即漢獻帝建安年代(196-219)，漢朝的正朔猶存，而實際則由曹魏掌國柄，適與

曹植的年代相接，可以解釋〈古詩十九首〉與曹植詩歌語言風格相近的事實。 

 

詞語注釋 

1. 首句讀音比較麻煩，粵語「行」字兩讀［行 xíng；haŋ 4、hɐŋ 4］，口語及書面

語不同，皆為平聲。「重」字則有平、上、去三讀，上聲如字輕重之重(普通話 

zhòng；粵語 tsuŋ 5)。平聲訓重複、第二次(普通話 chóng；粵語 tsuŋ 4)，例如

雙重國籍、九重天、重複、重疊、重新、重圍、重陽、重九、重五等。去聲音

仲，《廣韻•去聲三用》：「更為也。柱用切。」(普通話 zhòng；粵語 dzuŋ 6)C1

一般限用作語素：重要、重視、尊重、持重、穩重等，通常由實質的輕重轉化

為心理的感覺。C2 粵語口語專用作副詞：重寫(還寫)、重食(還吃)、重來(還

來)、重去(還去)等，帶有責問的語氣，指有關的動作或行為不該再做下去了。

此句「重」字讀平聲即連用五個平聲字，說是重複又重複永無止境的行役。「重」

字宜讀去聲，訓為人生的苦難還要走下去，沒有終結，寫出怨情。表現一種怨

誹的語氣，感情強烈，意境深遠。［重 chóng；dzuŋ 6、tsuŋ 
４］ 

2. 馬茂元注：「首句疊用『行行』，當中加上一個『重』」字。張玉穀曰：『重行行，

                                                      
7 《詩品集注》，頁 78。 
8 木齋(王洪，1951-)著：《古詩十九首與建安詩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 12 月)，

頁 228，240。 
9 倪其心〈古詩十九首〉條，《中國大百科全書》(北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6 年 11 月)，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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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行之不止也。』這樣一個字面非常簡單的句子，它表現了離鄉背井的游子在

漫長的歲月中已經不知飄蕩到甚麼地方。下面『萬餘里』、『天一涯』都是申足

這個意思，表現最遙遠的概念。這概念是由於年深日久，杳無音訊而產生的，

並非紀實。」10曹旭曰：「首句五字，連疊四個『行』字，僅以一『重』字綰結。

『行行』言其遠，『重行行』極言其遠，兼有久遠之意，翻進一層，不僅指空

間，也指時間。於是，複沓的聲調，遲緩的節奏，疲憊的步伐，給人沈重的壓

抑感，痛苦傷感的氛圍，立即籠罩全詩。」11 

3. 《楚辭•九歌•少司命》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張銑曰：

「此詩意為忠臣遭侫人讒譖，見放逐也。」馬茂元注：「生別離是古代流行的

成語，猶言永別離。」12 

4. 《廣雅》曰：「涯，方也。」李善作「一天涯，音宜。」李周翰曰：「涯，畔也。」 

5. 《毛詩．秦風．蒹葭》曰：「遡迴從之，道阻且長。」陳祚明(1623-1674)曰：

「阻則難行，長則難至，是二義，故曰且。」薛綜(176?-243)〈西京賦注〉曰：

「安，焉也。」阻，障礙。孔融〈與張紘書〉：「但用離析，無緣會面。」蓋本

此。《孔叢子》：「未知後會何期。」13 

6. 《韓詩外傳》曰：詩云：「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李

周翰曰：「胡馬出於北，越鳥來於南，依望北風，巢宿南枝，皆思舊國。」馬

茂元注：「是動物懷念鄉土情感的本能表現。兩句托物喻意，胡馬和越鳥尚且

如此，難道游子就不思戀故鄉嗎？」「依」，《玉臺新詠》作「嘶」。 

7. 〈古樂府歌〉曰：「離家日趍遠，衣帶日趍緩。」《說文》曰：「緩，綽也。」

方廷珪曰：「當別離之始，猶欲君之留己；若日遠則日疏；憂能傷人，衣帶遂

日見其緩。」馬茂元注：「上句謂別離之久，下句言思念之深。久別思深，人

一天天地瘦下去，衣帶自然也就一天天地到感到弛鬆了。這兩句套用〈古樂府

歌〉『離家日趍遠，衣帶日趍緩』舊句。因系居者之詞，所以把『離家』改為

『相去』。」 

8. 李善注：「浮雲之蔽白日，以喻邪侫之毀忠良。故遊子之行，不顧反也。」《文

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陸賈《新語》曰：「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

鄣日月。」〈古楊柳行〉曰：「讒邪害公正，浮雲蔽白日。」義與此同也。鄭玄

(127-200)《毛詩箋》曰：「顧，念也。」劉良曰：「白日喻君也，浮雲謂讒侫之

臣也。言侫臣蔽君之明，使忠臣去而不返也。」李周翰曰：「思君謂戀主也，

恐歲月已晚，不得効忠於君。」馬茂元注：「一般的習用於讒臣之蔽賢。『白日』

是隱喻君王的，這裏則指遠游未歸的丈夫。在觀念上是統一的。顧，念也。」 

9. 劉向(77-6B.C.)《戰國策序》曰「儒術之士，棄捐於世。」「呂延濟曰：「勿復

道，心不敢忘返也。努力加餐飯，自逸之辭。」東方朔(161-93B.C.)六言：「計

                                                      
10 馬茂元(1918-1989)著：《古詩十九首初探》(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 6 月)，頁 107。 
11 《詩品集注》，頁 132。 
12 《古詩十九首初探》，頁 105。 
13 《玉臺新詠箋注》，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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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捐棄不收。」李陵(?-74B.C.)〈答蘇子卿書〉：「努力自愛。」14馬茂元注：「老，

并不是說年齡的老大，而是指心情的憂傷，形體的消瘦。《詩•小雅•小弁》

『惟憂用老。』歲月，指眼前的時間。忽已晚，言流轉之速。」「弃捐，猶言

丟下。『加餐飯』是當時習用的一種最親切的安慰別人的成語。樂府《相和歌

辭•飲馬長城窟行》：『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思。』

下句是對對方的希望，希望他好好保重身體，留待異日相會。」譚元春(1586-

1637)曰：「人皆以此勸人，此似獨以自勸，又高一格一想。」 

 

結構分析 

詩十六句，前八句叶上古音歌部、支部通叶平韻；後八句換元部仄韻。在

語言方面，此詩用直述手法，描寫人生的漫漫長路；胡馬、越鳥用喻，不忘根

本。後半寫閨人想念之情，願君珍重；衣帶浮雲，也富於形象感覺。全詩直抒

胸臆，自然樸厚。 

 

董芮夫曰：「正喻夾寫，一氣旋轉，怨而不怒，有詩人忠厚之意焉，其放臣

棄友所作與？蓋不徒傷別之感也。」 

張琦曰：「此逐臣之辭，讒諂蔽明，方正不容，可以不顧返也；然其不忘欲

返之心，拳拳不已，雖歲月已晚，猶努力加餐，冀幸君之悟而返己。」15 

 

馬茂元曰：「全詩可分兩個部分：前面六句寫離別，是追溯過去的狀況；後

面十句寫相思，是申訴現在的心情。措詞明白淺顯，但它的內涵卻異常豐富而

深厚。」 

 

「首句疊用『行行』，當中加上一個『重』字。張玉穀曰：『重行行，言行

之不止也。』這樣一個字面非常簡單的句子，它表現了離鄉背井的游子在漫長

的歲月中已經不知飄蕩到甚麼地方。下面『萬餘里』、『天一涯』都是申足這個

意思，表現最遙遠的概念。這概念是由於年深日久，杳無音訊而產生的，並非

紀實。」 

 

「生離死別的悲慘，在動亂不寧的社會裏，是一種帶有特徵的普遍的生活

現象。這六句所寫的只是別離；但在別離的後面，卻有著一個隱隱約約的動亂

時代的影子。後面具體刻劃的纏綿悱惻的相思之情，正是這一動亂時代所帶來

的人生悲哀。」16 

 

                                                      
14 《玉臺新詠箋注》，頁 19。 
15 隋樹森(1906-1989)編著：《古詩十九首集釋》(香港：中華書局，1958 年 12 月)，頁 3。 
16 《古詩十九首初探》，頁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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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曰：「本詩主人大概是個『思婦』，如張玉穀《古詩賞析》所說：

『「游子」與次首〈蕩子行不歸〉的「蕩子」同意。』所謂詩中主人，可並不一

定是作詩人；作詩人是盡可以虛擬各種人的口氣，代他們立言的。」17 

 

吳小如曰：「這是一首思婦之詞，詩中抒情主人公所思念的是一個天涯游

子。我覺得這詩有個特定條件，就是那個游子對思婦說來並非毫無消息。」 

 

「這首詩共十六句，八句一韻，正好分成兩大段。前一段細膩地刻劃出兩

地別離之苦，後一段更在前一段的基調上執地傾訴自己的思念之切。最後以撇

開自己、慰勉離人作結，在溫柔敦厚的語氣中飽含著酸辛的悲怨之情。」 

 

「『行行重行行』表示兩層意思，一是空間距離越來越遠，二是時間距離愈

來愈長。『與君生别離』是追敘分手時的情景，『生别離』等於說活生生地離開

了。」18 

 陳沆箋曰：「此初去吳至梁之詩也。《楚辭》『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

別離』，言君子不以樂易悲，不以新置故也。夫梁園上客，勝友雲從，語其遭

逢，詎讓淮甸。乃夫君惻惻，長路悠悠。睠言故鄉，則感南枝之巢鳥；憤懷蕭

艾，則悲白日之浮雲，奈何游子終不顧反哉。［顧，念也，言心不可回。」我是

以維憂用老也。先之曰會面安可知，譬彼舟流，不知所屆之謂。卒之曰憂能傷

人，歲月幾何，不如棄置而加餐焉。死喪無日，無幾相見之謂。《韓詩外傳》，

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栖故巢』，皆不忘本之意也。此乘詩所本，宜用韓傳

為解。」19 

 

方東樹云：「此只是室思之詩。起六句追述始別，夾敘夾議。道路二句頓挫

斷住，胡馬二句忽縱筆橫插，振起一篇，奇警逆攝，下遊子不返，非徒設色

也。相思四句，遙接起六句，反承胡馬、越鳥，將行者頓斷，然後再入己今日

之思，與始別相應。棄捐二句，換筆換意，繞回作收，自作寬語，見溫良精

淑，與前衣帶句相應。衣帶句，如姚薑塢據《穀梁傳》解作優游義則是指行

者，連下二句作一意，然無理無味。如解作思君令人瘦意，則為居者自言，逆

取下浮雲句含下思君加餐，文勢突兀奇縱。白日以喻游子，雲蔽言不見照也。

興而比也。班姬〈自悼賦〉曰：『白日忽已移光』，亦此意，而溫厚不迫。與杜

公『在山泉水清』同一用意用筆，怨而不怒，一則加餐，一則倚竹，真是聖女

性情。凡六換筆換勢，往復曲折，古人作書，有往必收，無垂不縮，翩若驚

鴻，矯若游龍，以此求其文法，即以此通其詞意，然後知所謂如無縫天衣者如

                                                      
17 朱自清(1898-1948)〈古詩十九首釋〉，毋庚才、劉瑞玲編：《名家析名篇》(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頁 17。 
18 吳小如(1922-2014)：《詩詞札叢》(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年 9 月)，頁 40-41。 
19 《詩比興箋》，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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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其針線密不見段落裁縫之迹也。」20 

朱自清〈古詩十九首釋〉云：「本詩有些複沓的句子。如既說『相去萬餘

里』，又說『道路阻且長』，又說『相去日已遠』，反覆一個意思；但頗有增變。

『衣帶日已緩』和『思君令人老』也同一例。這種回環複沓，是歌謠的生命；

許多歌謠沒有韻，專靠這種組織來建築它們的體格，表現那強度的情感。……

詩從歌謠演化，回環複沓的組織也是它的基本；三百篇和屈原的『辭』，都可看

出這種痕迹。〈十九首〉出於本是歌謠的樂府，複沓是自然的；不過技巧進步，

增變來得多一些。到了後世，詩漸漸受了散文的影響，情形卻就不一定這樣

了。」21 

 

吳小如云：「最後兩句，先說自己，再說游子。『棄捐』有兩種解釋，一是

指自己被抛棄，二是說相思無益，自己把這些都撇開不管。我們從後來曹植的

詩中找到『棄置莫復陳』，從劉琨的詩中找到『棄置勿重陳』一類的句子，都與

『棄捐勿復道』的句意相同，所以還是後一種講法更合情理。余冠英先生在

《漢魏六朝詩選》中解釋這兩句說：『最後表示甚麼都撇開不談，只希望在外的

人自家保重。』講得明順確切。而從全詩來看，詩人自始至終都寫得比較含蓄

深沈，并沒有劍拔弩張的決絕之辭。所以最後兩句也應如此解釋，才顯得同整

首詩和諧一致。」22 

曹旭云：「詩中，淳樸清新的民歌風格，內在節奏上重疊反覆的形式，同一

相思別離用或顯、或寓、或直、或曲、或托物比興的方法層層深入，『若秀才對

朋友說家常話』式單純優美的語言，正是這首詩具有永恆藝術魅力的所在。而

首敘初別之情——次敘路遠會難——再敘相思之苦——末以寬慰期待作結。離

合奇正，現轉換變化之妙。不迫不露、句平意遠的藝術風格，表現出東方女性

熱戀相思的心理特點。」23 

 

張九齡〈望月懷遠〉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思 sī；si 1］ 

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 

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上平四支韻〕 

                                                      
20 王士禎(1634-1711)選，方東樹(1772-1851)評，汪中(1926-2010)編：《方東樹評古詩選》(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5 年 5 月)，頁 1。 
21 《名家析名篇》，頁 19。 
22 《詩詞札叢》，頁 43。 
23  曹旭評。湯高才(責任編輯)：《漢魏六朝詩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 年 9 月)，

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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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資料 

張九齡(678-740)，字子壽，韶州曲江(廣東韶關)人。武后神功年間進士，

官秘書省校書郎。先天元年(713)應「道侔伊呂科」舉，得高第，授左拾遺。累

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遷中書令。後受李林甫排擠，罷政事，貶為荊州長

史。張九齡卒年，新舊《唐書》皆同。惟享年六十八歲之說，據徐浩碑銘載應

為六十三歲。著《張曲江集》二十卷。 

 

張九齡以剛正不阿、直言敢諫著稱，曾劾安祿山狼子野心，建議唐玄宗及

早將其誅滅，但未被用納。他汲引才雋，強調任用「智能之士」，反對植黨營

私，批評以官爵賜臣下，被稱為開元時期賢相之一。 

 

張九齡的五言律詩情致深婉，蘊藉自然。如〈望月懷遠〉、〈旅宿淮陽亭口

號〉等，都是歷來傳誦的名作。明人胡應麟曾說：「張子壽首創清淡之派，盛唐

繼起，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韋應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風神者

也。」(《詩藪》)24 

 

作品評析 

高步瀛評頷聯：「純以神行。」姚鼐曰：「是五律中〈離騷〉。」陶弘景

(456-536)〈答齊高帝詔問山中何有詩〉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

怡悅，不堪持贈君。」陸機〈擬明月何皎皎〉曰：「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

手。」25 

 

喻守真曰：「滅燭意即熄滅燭光，憐有愛玩意。按謝靈運〈怨曉月賦中〉有

『滅華燭兮弄曉月』句，詩意本此。」 

 

 「再照章法講，第一句出『月』，三句出『望』，四句出『懷』，五六兩句是

『望月』，七八兩句是『懷遠』。全詩層次秩然不紊，將情和景融成一片，竟不

能分辨出來，所謂景中有情，情中有景，纔做到詩的極妙境界。」26 

 

邱燮友曰：「頷聯出句『情人怨遙夜』」作『平平仄平仄』，三四兩字的平仄

互換，是為單拗。且頷聯為流水對，指詩中屬對的上下兩句，如流水似的連貫

而下，一意相成。如此聯『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表面看起來，不講對

                                                      
24 馬茂元、王從仁：張九齡《中國大百科全書》，頁 1236-37。 
25 高步瀛(1873-1940)選注：《唐宋詩舉要》(香港：中華書局，1970 年 10 月。臺北：里仁書局，

2004 年 9 月)，頁 411。 
26 蘅塘退士(孫洙，1711-1778)原著，喻守真編：《唐詩三百首詳析》(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9

年 9 月)，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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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其實每詞每字，兩兩對仗；且兩句只是一個意思，表示長夜漫漫，而相思

不絕。跟頸聯『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出句講月亮，對句講露水重，一句

一個意思不同。」「不堪：不勝，不任也。」 

 

「這是一首『望月懷遠』的詩，首聯兩句，即予點題。後六句只是鋪衍這

份情愫，做到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情景交融，產生境界。尤其本聯兩句，愈

見真摯可愛。」(作法分析) 

 

「月亮從海上出來，我們雖然不在一起，卻可以同時欣賞到的。深情的

人，不免要埋怨夜長，終夜被相思所困擾。今晚的月色太可愛了，我吹熄了蠟

燭，披上一件衣服，才感覺到露水愈來愈重。可是我不能將這美好的月色雙手

捧著送給你。只好回去睡吧，希望在夢裏可以和你相會。」(語譯)27 

 

 沈熙乾曰：「這是一首月夜懷念遠人的詩。起句『海上生明月』意境雄渾闊

大，是千古佳句。看起來平淡無奇，沒有一個奇特的字眼，沒有一分點染的色

彩，脫口而出，卻自然具有一種高華渾融的氣象。這一句完全是景，點明題中

的『望月』。第二句『天涯共此時』，即由景入情，轉入『懷遠』。這兩句把詩題

的情景，一起就全部收攝，卻又毫無費力，仍是張九齡作古詩時渾成自然的風

格。『情人』二句采用流水對，自然流暢，具有古詩氣韻。『滅燭』兩句細巧地

寫出了深夜對月不眠的實情實景。『不堪』兩句，構思奇妙，意境幽清，沒有深

摯情感和切身體會，恐怕是寫不出來的。這裏詩人暗用晉陸機『照之有餘輝，

攬之不盈手』兩句詩意，翻古為新，悠悠托出不盡情思。詩至此戞然而止，只

覺餘韻裊裊，令人回味不已。」28 

 

高光復曰：「這首月夜懷遠之作，結構極為緊湊清晰，構思極為新巧別致，

而描繪亦極簡潔精切。由望月而生相思幽怨之情，而及於與此相關的一系列活

動，當現實無法解脫情思之時，便又於托於夢境，如此層層寫來，既傳達出纏

綿深摯的情思，又構成曠遠清幽的意境，讀來十分親切感人。29 

 

羅韜曰：「這是《曲江集》中的名篇，千百年來以其意境高華宏闊，自然渾

成而傳誦。起二句向稱佳句，顯示了詩人遣詞造境的大家風範，毫不著力已統

領全篇，頷聯以雙行之句貫單行之義，造句工穩不讓齊梁，風力樸茂堪追漢

魏。結句構思奇妙，意境幽清，情思不絕如縷。」30 

                                                      
27 邱燮友(1931-)註譯：《新譯唐詩三百首》(臺北：三民書局，1973 年 5 月)，頁 175-176。 
28 沈熙乾評。湯高才(責任編輯)：《唐詩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 年 12 月)，頁

70。 
29 高光復評，參李文祿、宋緒連主編：《古代愛情詩鑒賞辭典》(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 年

7 月)，頁 295。 
30 羅韜選註，劉斯奮(1944-)審訂：《張九齡詩文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年 10 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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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賣炭翁〉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上平一東］ 

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

食。［入十三職］ 

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上平十四寒］ 

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

歇。［入聲九屑、六月通叶］ 

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上平四支］ 

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余斤，宮使驅將惜不

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31［入十三職］ 

 

 此詩「一車炭，千余斤」，三言兩句，朱金城、朱易安作「一車炭重千余

斤」，增入一「重」字。32［重 zhòng；tsuŋ 5、dzuŋ 6］ 

 

韻式與分段 

 此詩依韻式可分六段，平聲各兩句，屬短韻，顯示場景的變換。入聲四句或

六句，相對為長韻，相間叶韻，著重刻劃情節。首段東韻寫賣炭翁在終南山燒炭。

第二段職韻摹寫老人形相，灰頭黑指，生活貧困。第三段寒韻表現賣炭翁衣衫單

薄，卻又渴望天寒，賣得好價錢，內心充滿鬥爭和為生活掙扎。第四段屑韻天如

人願，整夜下雪，由早上拉著牛車入城賣炭，中午始達南門外稍作歇息。第五段

支韻，黃衣白衫二人騎馬來到老人的面前，反映可怕的惡夢。第六段再用職韻，

寫宮使明目張膽搶炭，無法無天，千餘斤炭只值「半匹紅紗一丈綾」，惟一告慰

的，他的牛還沒有被搶走。情節荒唐，令人憤慨。白居易沒有任何評論，只是如

實報導他在長安巿上所親見的末日景象，留待讀者自己去評理。 

 

詩作背景 

 白居易(772-846)《新樂府》五十首，編入「諷諭」三、四兩卷。序曰： 

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為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

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

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

                                                      
153。 

31 白居易(772-846)〈賣炭翁〉，參顧學頡(1913-1999)校點：《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10 月)，頁 79。 
32 朱金城(1921-2011)、朱易安著：《白居易詩集導讀》(成都：巴蜀書社，1988 年 5 月)，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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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

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元和四年，為左拾遺時作。33 

〈賣炭翁〉屬第三十二首，小序云：「苦宮巿也。」34《資治通鑑》［唐紀•

德宗貞元十三年(797)］曰：「十二月，徐州度使張建封入朝。先是，宮中巿外間

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巿，謂之『宮巿』。抑買人物，稍不

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巿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

宮巿，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辯，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

物，買入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

錢，人將物詣巿，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巿，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

之。每敕使出，雖沽漿賣餅者皆撤業閉門。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巿取之，

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

曰：『須得爾驢。』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

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敺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

十匹。然宮巿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

以問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

仰宮巿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巿者皆不聽。」胡三省注云：「白望者，言使

人於巿中左右望，白取其物，不還本價也。兩巿，長安城中東巿、西巿也。隋名

東巿曰都會，西巿曰利人。」「進奉門戶者，言進奉所經門戶，皆有費用，如漢

靈帝時所謂導行費也。腳價，謂僦人負荷進奉物入內，有雇腳之費。」35至順宗

永貞元年(805)，「貞元之末政事為人患者，如宮巿、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
36可是由白居易詩看來，到元和四年(809)，則「宮巿」尚存，甚至變本加厲了。 

 

詞語注釋 

1. 伐薪燒炭：砍柴及通過不完全的燃燒製成木炭。 

2. 南山：終南山。 

3. 蒼蒼：黑白相雜的顏色。頭髮灰白。 

4. 營：謀求。 

5. 輾(niǎn；dzin 2、nin 5)：輾軋。 

6. 轍(zhé；tsit 8)：車輪輾過壓出的痕跡。 

7. 敕(chì；tsik 7)：口喊「宮巿」的意思。／皇帝的命令或詔書。 

8. 叱(chì；tsik 7)：叱責、叱罵。 

9. 騎 (jì；kei 3、gei 3)：兩匹馬，名詞。 

10. 白衫兒：指宦官指使穿白衣的「白望」。 

                                                      
33 《白居易集》，頁 52。 
34 《白居易集》，頁 53。其中「苦官巿也」，「官」字誤，當作「宮」，今正。 
35 司馬光(1019-1086)編集，胡三省(1230-1302)音註：《資治通鑑》卷二三五，頁 7578-79。 
36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頁 7610。 



12 

 

11. 直：義同「值」，價值。 

 

作品彚評 

霍松林曰：「〈賣炭翁〉是白居易《新樂府》組詩中的第三十二首，自注

云：『苦宮巿也。』『宮巿』的『宮』指皇宮，『巿』是買的意思。皇宮所需的物

品，本來由官吏采買。中唐時期，宦官專權，橫行無忌，連這種采購權也抓了

過去，常有數十百人分布在長安東西兩巿及熱鬧街坊，以低價強購貨物，甚至

不給分文，還勒索『進奉』的『門戶錢』及『腳價錢』。名為『宮巿』，實際是

一種公開的掠奪，其受害者當然不止一個賣炭翁。詩人以個別表現一般，通過

賣炭翁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宮巿』的本質，對統治者掠奪人民的罪行給予

有力的鞭撻。」 

 

「這首詩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藝術上也很有特色。詩人以『賣炭得錢何所

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兩句展現了幾乎瀕於生活絕境的老翁所能有的唯一希望

——又是多麼可憐的希望！這是全詩的詩眼。其他一切描寫，都集中於這個詩

眼。在表現手法上，則靈活地運用了陪襯和反襯。而就全詩來說，前面表現希

望之火的熾烈，正是為了反襯後面希望化為泡影的可悲可痛。」 

 

「這篇詩沒有像《新樂府》中的有些篇那樣『卒章顯其志』，而是在矛盾衝

突的高潮中戞然而止，因而更含蓄，更有力，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37 

朱金城、朱易安曰：「所謂宮巿，就是中唐以後皇家在巿上公開掠奪人民財

產的一種方式。尤其是德宗貞元末年，情況格外嚴重，用宦官專營其事，派

『白望』數百人在長安東西兩巿監望，看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就口稱『宮

巿』，往往不付錢，或以極低的代價強行勒索而去，貨主常常弄得空手而歸。」 

 

「『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作者對人物複雜矛盾心理的描寫

尤其細膩真切，詩中沒有議論，筆墨不多，但藝術感染力卻極其強烈。確實是

《新樂府》中的上乘之作。」38 

 

梁鑒江曰：「這是新樂府第三十二篇。自唐德宗貞元末年起，宮中日用所

需，不再經官府承辦，由太監直接向民間採購，謂之『宮巿』。太監常率爪牙巡

邏巿上，見適用的東西便強搶硬奪，韓愈《順宗實錄》云：『名為宮巿，其實奪

之。』百姓深受其害。」「本篇敘述一個賣炭老人的遭遇，揭露宮巿的罪惡，表

現作者對受害者的憐憫之情。這首詩條理清楚，描寫生動。」39 

                                                      
37 霍松林(1921-2017)評。《唐詩鑒賞辭典》，頁 866-868。 
38 朱金城(1921-2011)、朱易安著：《白居易詩集導讀》(成都：巴蜀書社，1988 年 5 月)，頁 98。 
39 劉逸生(1917-2001)主編，梁鑒江(1940-)選注：《白居易詩選》(香港：三聯書店，1985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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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炭』六句為一段，寫賣炭老人為謀求衣食，砍柴燒炭，歷盡艱辛。前

二句正面寫，中二句側面寫：四句生動形象地寫出他『伐薪燒炭』之苦；後二

句指出炭是他衣食之所繫，在全詩佔重要位置。 

 

『可憐』六句為一段，寫賣炭老人雪中駕車往巿的苦況。前二句緊承『身

上』句，寫他衣單願寒這種反常的心理，寫出炭與他生死攸關，為下文張本。

上面兩段，反襯第三段。 

 

『翩翩』四句寫太監及其爪牙奪炭的情景。『翩翩』、『把』字、『稱』字、

『迴』字、『叱』字、『牽』字、『驅』字，生動地刻畫出太監一夥不可一世，蠻

不講理的面孔。 

 

『一車』五句承前，仍寫奪炭的情景，同時表現作者憤慨之情。以上為一

段。」40 

 

蘇軾〈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

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

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蘇軾〈江城

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叶《詞林正韻》第二部) 

［忘 wáng、wàng；mɔŋ 4］ 

Ａ式：7a3a3a45a733a；7a3a3a45a733a。 

《詞譜》列五體。雙調七十字，前後段各七句，五平韻。(2-66) 

 

蘇軾與王弗 

蘇軾(1037-1101)的正室王弗(1039-1065)，青神人，王方之女。至和元年(1054)

十六歲時嫁入蘇家，生子蘇邁，治平二年(1065)五月丁亥卒於京師，時年二十七

歲。翌年六月壬子，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王弗敏靜知書，時時提

點鋒芒盡露的蘇軾，剛柔相濟，應該是很理想的配偶，可惜天不假年，否則蘇軾

的仕途也許會減少很多無謂的波折，直上青雲。說不定蘇軾會在政事上飛黃騰達，

而在文學上則是很大的損失，但那是另一回事了。蘇軾為王弗寫下〈亡妻王氏墓

誌銘〉及〈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記夢」，前者寫出了夫婦相處之道；後者更

是膾炙人口的悼亡名篇，那一天可能還是王弗的生日。雖然妻子已經去世了十年，

                                                      
頁 168。 

40 《白居易詩選》，頁 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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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妻子的形象栩栩如生，而這也可以看出蘇軾的深情了。 

 

此詞作於熙寧八年(1075)，蘇軾在密州(山東諸城)任上，天災人禍，生活貧

困。這一首詞懷念亡妻，傾訴一腔的愁苦之情。她葬在彭山縣蘇軾父母的墳墓旁

邊，墓上有蘇軾親手栽植的松樹，遮蔭風雨。夜來幽夢，相顧無言。軒窗梳妝的

情節，寫情十分細膩，也寫出了美的氣氛。不過這首詞也有深層的寓意，不純是

抒情。「無處話淒涼」一句是十年生活的總結；「塵滿面，鬢如霜」則描畫淒涼的

形象，滿腹牢愁，正好間接反映他對現實的不滿了。 

 

王弗善於觀人，蘇軾〈亡妻王氏墓誌銘〉記王弗之言曰：「某人也，言輒持

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又批評攀附親厚的人說：「恐不能久，

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41蘇軾認為都很有識見。 

 

 案蘇軾〈念奴嬌〉下闋：「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

巾談笑處，檣艣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

還酹江月。」即由赤壁懷古而想及逝去的妻子，多情笑我，自然也是關懷丈夫的

表現。又〈永遇樂〉「彭城夜宿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此詞」也是一首很悲愴的

作品，充滿震撼力。下闋云：「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

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黃樓夜

景，為余浩歎。」蘇軾神魂回鄉，「燕子樓空」既寫夜宿的淒清寂寞感覺，同時

也用以寄託心中的佳人形象。「舊歡新怨」對歷史人物來說是輕薄，但對亡妻就

有情有義了。 

 

〈江城子〉語譯 

 十年來生者死者兩皆茫茫，想不思念嗎？但本身就不易忘記。你那座孤獨的

墓地距離太遠了，難以表達內心的悲哀。即使相見的時候也可能無法認識，風塵

滿面，鬢髮都變成霜白了。 

 

昨夜忽然夢見回到故鄉來了，看見你坐在窗邊，正在梳理妝扮。大家相見時

都沒有說話，只有不斷地流著眼淚。想起每年難過的地方，就是在這個明月的晚

上，種滿短松樹的小山崗。42 

 

作品分析 

                                                      
41 蘇軾(1037-1101)著、孔凡禮(1923-2010)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3 月)，

頁 472。 
42 汪中(1926-2010)註譯：《新譯宋詞三百首》(臺北：三民書局，1977 年 11 月)，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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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中賞析：「此篇是東坡悼念王夫人作，逝世十年，生者與死者，幽明相隔，

茫茫兩字不僅說時間，兩人過去的情感，不能相通，亦是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這情感不是時間、空間、生死可以阻隔的。縱使二句淒苦之至。下片寫夢境宛然，

相顧無言，含蓄悲痛，結兩句謂以後年年今日都會夢到那短松崗的孤墳，餘情未

盡，故留後約。」43 

 

章泰和曰：「蘇軾沒有深昵情狀的具體描寫，也不用比喻象徵，而是直抒胸

臆，淋漓酣暢。善於以極為精煉的筆墨，從漫長的時間與廣闊的空間馳騁想像，

將過去、現在、未來都圍繞在『思量』、『難忘』展開描寫。全詞組織嚴謹，一氣

呵成，但又極盡曲折跌宕，起伏變化之能事，寫夢前的懷念，感情深邃，含意豐

富；寫夢中的相見，感情執著，動人心弦；寫夢後的感傷，情感樸厚，寓情於景，

各臻其妙。此詞語言純用白描，自然真切，毫無斧鑿之痕，但又與民歌及柳永俚

詞的用語有別，音響淒厲，凝煉深沈。」44 

 

劉乃昌、崔海正曰：「這首悼亡詞運用分合頓挫、虛實結合以及敘述白描等

多種藝術方法，來表達懷念亡妻的感情，語言平易質樸，在對亡妻的幽思中又糅

進自己的身世感慨，因而能將夫妻之間的感情表達得深婉而摯著，感人至深。」
45 

附錄參考 

江城子  十年結褵吉日，左、陳二師招飲相賀。陳師指調命題，欣然有作。〔庚午，1900〕 

十年晴雨悟微茫。互商量。是非忘。吟閣青燈，坐對晚風涼。茶酒唱隨佳興逸，

帷幌動，月流霜。  沙田一夢水雲鄉。映瓊窗。透華妝。儔侶相呼，歌哭振詩行。

解道兒曹心事了，遊四海，陟崇岡。(黃坤堯) 

 同是〈江城子〉，用韻一樣，可是悲歡各異，韻律與聲情可能沒有必然的關

係。 

 

馬致遠〈天淨沙•秋思〉(枯藤老樹昏鴉)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平沙］。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

腸人在天涯。［馬致遠〈越調．天淨沙〉秋思］［叶《中原音韻》十三

家麻］［思 sì、sī；si 3］ 

 

                                                      
43 《新譯宋詞三百首》，頁 103。 
44 章泰和主編：《歷代詞鑒賞辭典》(牡丹江巿：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1988 年 11 月)，頁 280。 
45 劉乃昌、崔海正評。《古代愛情詩詞鑒賞辭典》，頁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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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資料 

馬致遠(1250?-1321 至 24 間)，號東籬，大都人(北京巿)。曾任江浙行省務官

〔務官猶今之稅吏〕。一作江浙省務提舉。曾加入「書會」，並與書會才人合編雜

劇。年輕時「寫詩曾獻上龍樓」，熱衷功名。然而仕途並不顯達，晚年退隱山林，

以詩酒自娛。賈仲明〈凌波仙詞〉云：「萬花叢裏馬神仙。百世集中說致遠。四

方海內皆談羨。戰文場，曲狀元。姓名香，滿梨園。漢宮秋，青衫淚，戚夫人，

孟浩然。共庾白關老齊肩。」指庾天錫、白樸(1226-1306 後)、關漢卿(1219?-1301?)。

挽詞又云：「元貞書會李時中、馬致遠、花李郎、紅字公：四高賢合捻《黃粱夢》。

東籬翁，頭折冤，第二折，商調相從。第三折，大石調，第四折，是正宮：都一

般愁霧悲風。」花李郎、紅字李二在當時都是所謂「娼夫」。可知他在元貞(1295-

1297)年間還和別人合寫過劇本，馬致遠著第一折。馬致遠〈粉蝶兒〉(至治華夷)

是元英宗至治改元(1321)之作。著有雜劇十五種，今存《破幽夢孤雁漢宮秋》、《江

州司馬青衫濕》、《西華山陳摶高臥》、《呂洞賓三醉岳陽樓》、《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半夜雷轟荐福碑》六種。 

 

朱權《太和正音譜》評元明群英樂府格勢，列馬致遠為第一，稱「馬東籬之

詞如朝陽鳴鳳」。云：「其詞典雅清麗，可與靈光、景福而相頡頏。有振鬣長鳴，

萬馬皆瘖之意。又若神鳳飛鳴于九霄，豈可與凡鳥共語哉！宜列群英之上。」46

從詞藻與風格著眼，典麗清雅，磊塊勁健與俊逸超拔。 

 

馬致遠現存散曲《東籬樂府》120 多首，聲調和諧優美，語言清新豪爽，並

且善於捕捉形象以鎔鑄詩的境界，開闢了與詩、詞不同的曲真率醇厚的意境，提

高了曲的格調；他的套曲〈般涉調耍孩兒〉《借馬》還打破了散曲言情詠景的程

式，另闢一條敘事諷物的蹊徑，這些都對散曲發展與提高作出了貢獻。47 

 

格律審訂 

《中原音韻》定格四十首。〈天淨沙〉「秋思」評曰：「前三對，更『瘦馬』

二字，去上極妙，秋思之祖也。」 

 

「末句：平平仄仄平平。」案：末句「斷腸人在天涯」，其中「斷」、「人」不

合。 

 

                                                      
46 丹丘先生涵虛子(朱權，1378-1448)編，盧元駿(1911-1977)校訂：《太和正音譜》(臺北自印

本，1965 年 2 月)卷上，頁二。 
47 呂薇芬說。《中國大百科全書 中國文學》(北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 年 11

月)，頁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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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聲音各應於律呂，分於六宮十一調，共計十七宮調。越調陶寫冷笑。」
48《太和正音譜》論北曲宮調與聲情。越調唱陶寫冷笑。49 

 

越調〈天淨紗〉       吳西逸小令50 

江亭遠樹殘霞。淡煙芳草平沙。綠柳陰中繫馬。夕陽西下。水村山郭人家。 

平平上去平平。去平平上平平。作去上平平去上。作平平平去。上平平作上平平。 

 

比對《太和正音譜》所訂調式，馬致遠曲中「小」、「古道」、「斷」、「在」諸

字上去稍異，平聲完全合拍。 

 

版本異文 

此曲載《梨園樂府》中、《中原音韻》、《庶齋老學叢談》、《詞林摘豔》一、

《堯山堂外紀》六八、《詞綜》三０、《歷代詩餘》一一九。51 

 

此曲原不著名氏，從《堯山堂外紀》、《詞綜》屬馬致遠作。題名原無，據《中

原音韻》補。「枯」《庶齋老學叢談》作「瘦」。「小橋」《庶齋老學叢談》作「遠

山」。「人家」《詞綜》、《歷代詩餘》作「平沙」。「西」《詞綜》、《歷代詩餘》作「淒」。

「夕」《庶齋老學叢談》作「斜」。「在」《庶齋老學叢談》作「去」。52 

 

《梨園樂府》無題。《中原音韻》、《詞林摘豔》、《堯山堂外紀》題目俱作「秋

思」。《庶齋老學叢談》於曲前書云：「北方士友傳沙漠小詞三闋，餘二闋輯於無

名氏曲中。」《外紀》屬馬致遠，餘書不注撰人，或作無名氏。《老學叢談》「枯」

作「瘦」，「小橋」作「遠山」，「夕陽」作「斜陽」；「人在」作「人去」。《歷代詩

餘》及《詞綜》引別本《老學叢談》，「人家」作「平沙」，「西風」作「淒風」。53

此首各本文字互有異同，今據《中原音韻》。 

 

作品彙評 

這是一首人所共知的名作。大抵作者只是用最普通的素材去建構自我的心靈

境界。馬致遠安排了一組一組的畫面，由讀者自己完成想像，根據個人經驗與景

物構圖給作品以新的詮釋，啟發意境，不必跟作者一致。 

                                                      
48 周德清(1277-1365)著：《中原音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 年 9 月)，頁 137，123，110。 
49 《太和正音譜》卷上，頁卅。 
50 《太和正音譜》，卷下，頁卅六。 
51 隋樹森編：《全元散曲》(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頁 242。 
52 馬致遠著，蕭善因、北嬰、蕭敏點校：《馬致遠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86 年 11 月定

稿)，頁 198。 
53《全元散曲》，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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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樹森曰：「這首小令寫得自然，卻又十分精煉。作者只用二十八個字，便

把幽遠的秋原景色、寂寞的旅人和他那悲涼的情懷，都活生生地表現出來。所以

王國維稱贊它說：『純是天籟，仿佛唐人絕句。』」 

 

「說這首小令為馬致遠作，是根據明朝嘉靖年間蔣一散的《堯山堂外紀》。

不過在元明兩代的散曲選本《樂府新聲》、《詞林摘豔》以及《中原音韻》等書中，

都沒有說它是誰作的。元初盛如梓的《庶齋老學叢談》引有三首〈天淨沙〉，『枯

藤老樹』是其中的一首；小令的面前寫道：『北方士友傳沙漠小詞三闋，頗能狀

其景。』也沒說作者。《叢談》第二句『小橋』作『遠山』，末句『在』作『去』。

《叢談》所說的『沙漠』，從該書所引的第二、第三兩首〈天淨沙〉來看，實際

是指『塞上』。結果這首小令本來是寫塞上景物，那麼選取『遠山』這個詞，比

用『小橋』更好一些。」54 

 

羅忼烈曰：「元初盛如梓的《庶齋老學叢談》云：『北方士友傳沙漠小詞三闋，

頗能狀其景。』詞云：『瘦藤老樹昏鴉。遠山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斜陽西

下。斷腸人去天涯。 平沙細草斑斑。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早寒。一聲新雁。

黃雲紅葉青山。 西風塞上胡笳。月明馬上瑟琶。那抵昭君恨多。李陵臺下。淡

煙衰草黃沙。』按「那底昭君恨多」之「那」、「多」二字，疑有誤。」55羅忼烈

誤作「那底」，殆不可解，正文是「那抵」。又以「多」叶家麻韻，亦屬古音歌麻

相叶之例，陶潛〈擬古詩〉九首之七、〈擬挽歌辭〉三首之三，各以「花」、「家」

叶歌部韻。 

 

沈祖棻曰：「這一支曲子很簡短，一共只有五句，二十八個字。前三句每句

共只有六字，卻都寫了三樣不同的事物，在語言結構上是很特殊的。」「像這支

曲子的前三句，雖然每句將三樣事物合成一組，三組共寫了九樣事物，它們之間

好像沒有甚麼必然的聯繫。但通過後二句，即通過一個旅人的眼睛，通過他的思

想感情，就將這些事物全部有機地聯繫起來了。」56 

 

王萍曰：「元無名氏輯《梨園樂府》、元周德清撰《中原音韻》、元盛如梓撰

《庶齋老學叢談》、明張祿輯《詞林摘豔》、明蔣一葵撰《堯山堂外紀》收錄。此

係寫景小令。前三句寫枯冷淒清之秋景，後二句寫飄泊羈旅之游人，全曲造就了

一個蕭瑟蒼涼的意境，流露出作者感傷淒苦孤獨絕望的思想情緒。這種寓情於景、

情景交融的特點，元周德清《中原音韻》稱『極妙，秋思之祖也。』明王世貞《藝

                                                      
54 隋樹森評。賀新輝(1937-)主編：《元曲鑒賞辭典》(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8 年 5 月)，頁

219。 
55 羅忼烈(1918-2009)：《元曲三百首箋重訂稿》(香港：學海書樓，2003 年)，頁 35。《全元散曲》

訂為無名氏作，頁 1733。 
56 沈祖棻(1909-1977)說。《名家析名篇》(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年 10 月)，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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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卮言》贊為『景中雅語』。王國維稱為『深得唐人絕句妙境』。此曲遣詞造句亦

稱獨到，『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十八個字，八組名詞，

雖無動詞縫合，卻無絲毫破碎零散之感，見出大家的功力。」57 

 

龍潛菴曰：「這一首曲是馬致遠的名作。寫飄泊他鄉的旅客，在秋日裏的愁

思。作者在前三句用了幾個靜詞，把旅途中見到的景物——一幅蕭瑟淒涼的秋景

呈現在眼前。寫景自上而下，自遠而近，寫得很技巧。第三句的『古道』和『瘦

馬』，就已見到僕僕征途的旅人，再用『夕陽西下』一句，點出時間，這樣，天

涯旅客的愁思，就真夠使人斷腸了。」「這首曲，元人評為秋思之祖。王國維也

認為：『寥寥數語，深得唐人絕句妙境。有元一代詞家，均不能辦此。』」 

 

「這首小令像一幅山水畫，寥寥幾筆，便把一幅蒼茫蕭瑟秋郊夕照圖展現在

人們面前。頭三句疊用九個名詞，描寫了眼前景物：有暮色思歸的烏鴉，有安逸

自恬的人家，還有旅途勞頓的瘦馬。後二句點出飄泊異鄉的旅客，抒發了無限思

念故鄉的情懷。整個作品色彩鮮明，藝術感染力強，成為元散曲中的絕唱。」58 

 

李長路曰：「全曲色彩鮮明，寥寥數筆，便概括了秋日景物鄉思情緒，是一

幅形象逼真的山水畫，藝術感染力極強，成為元散曲中絕唱，盡人皆曉的名篇，

自來膾炙人口。當然這種詩境，只能是過去時代氣息而已。家麻韻，基本是平聲

韻。」59此曲平仄通叶，句句叶韻，並非只有平聲韻。 

 

傅道彬、于茀曰：「一般認為，這首小令通過九個實詞對場景和環境的描寫

是極其寫實的。表面看來，這是沒有問題的。通過作家的這一描寫，我們彷彿真

的看到了枯藤老樹上的昏鴉，小橋流水旁的人家，古道上西風裏的瘦馬，還有那

夕陽殘照中疲頓的旅人。 

 

但是，作品中旅人所看到的景象除作品中描寫的枯藤、老樹、昏鴉、小橋、

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以外，別的甚麼都沒有嗎？也許在老樹的近旁還

有一二株小樹，也許在人家的煙卥裏還冒著裊裊的炊煙。也許……也許……可能

還會有很多個也許，而作家只寫了這些，這看似客觀的描寫，其實背後卻包含作

品的選擇，也就是說，只寫這些而沒有寫別的，這本身就是一種選擇。 

 

如果這種選擇果真存在的話，那麼在這種選擇的背後又是甚麼？換一句話說，

                                                      
57 李修生主編：《元曲大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 年 1 月；鳯凰出版社，2003 年 9

月)，頁 390。 
58 劉逸生(1917-2001)主編，龍潛菴選注：《元人散曲選》(香港：三聯書店，1979 年 11 月)，頁

25。 
59 李長路編注，張巨才協注：《全元散曲選釋》(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 年 8 月)，頁 49。

《太和正音譜》上，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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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甚麼決定作家這樣的選擇？從作品來看，枯藤老樹昏鴉與小橋流水人家是兩組

色調截然相反的意象。一個是冷色調的，一個是暖色調的；一個是昏暗的，一個

是明麗的。這兩組相反的意象，實際上都與作家的作品意向相吻合，或者說都是

用來表達這種意向的。這可以從兩個層次來看。第一個層次，昏鴉歸巢與老人思

歸、暖暖人家與旅人思歸。也就是說，由昏鴨的歸巢可以引起旅人的思歸，由暖

暖人家也可以引起旅人的思歸。第二個層次，是由枯藤老樹昏鴉與小橋流水人家

的對比來完成的。枯藤老樹昏鴉勾畫出的是一幅淒涼的晚秋圖景，在淒涼的晚秋

圖景與暖暖的人家對比中，自然引起旅人無恨的思鄉之愁。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

出，所謂絕對的再現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魯道夫‧阿恩海姆所說，再現永遠不

是為了得到事物的複製品，而只是創造一種與此事物相當的另一種結構。」60 

 

附錄參考 

〈越調．天淨沙〉       無名氏 

長途野草寒沙。夕陽遠水殘霞。衰柳黃花瘦馬，休題別話。今宵宿在誰家。 

江南幾度梅花。愁添兩鬢霜華。夢兒裏分明見他。客窗直下。覺來依舊天涯。 

西風渭水長安。淡煙疎雨驪山。不見昭陽玉環。夕陽樓上。無言獨倚闌干。61 

 

 〈越調．天淨沙〉即事      喬吉  

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嫰嫰。停停當當人人。62 

 

陶潛〈擬古詩〉九首(其七)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

多。／明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陶潛以「花」叶「何」。〕 

 

陶潛〈擬挽歌辭〉三首(其三)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

嶢。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

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佗人亦已歌。死去何所

道，託體同山阿。 

〔《字林》曰：「嶕嶢 tsiu 4 jiu 4，高貌也。」〕〔陶潛以「家」叶「何」、「歌」、「阿」。〕 

 

                                                      
60 傅道彬(1960-)、于茀(1964-)著：《文學是甚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1 月)，頁

25。引文參魯道夫‧阿恩海姆《藝術與視知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年)，頁 227。 
61 馬致遠〈越調．天淨沙〉三首，盧冀野(1905-1951)編著：《元曲別裁集》(臺北：臺灣開明書店，

1964 年 11 月)，頁四十一、二。《全元散曲》訂為無名氏作。頁 1732。 
62 喬吉〈越調．天淨沙〉即事四首之四，《全元散曲》，頁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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