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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之作，主要為發搪情意，反映生活， ~詩大序》云: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

足故蹉嘆之，睦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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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節說明詩歌之起源及詩歌與樂鐘之關係，其理甚正，宜無可議。然而四時代變，節

物不同，詩人之心靈亦因而搖蕩，故外在景物與詩歌創作實有密切之關係。劉彥和云:

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邊，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

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

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物圖貌，臨隨物以宛轉，屬采附

聲，亦與心而徘徊。 (2)

此節闡述詩人緣景生情，發為吟歌，及闡發神思與物境交融之理，極為確當，足補

《詩大序》義之未備。況且直書胸臆，不假外物，不免單調發露，少蘊藉含蓄之致，

其法有時而窮，故詩人之作，往往不乏景物描寫之文，甚至進而有通篇詠物之什，無

(1) 見藝文版〈毛詩正義》十三頁。

(2) 見〈文心雕龍﹒物色篇) ，河洛版〈文心雕龍校注〉二九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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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其為借物興感，或借物萬意，實事勢所必然，不得不爾。此種情形，自《三百篇》

《楚辭》以下，至於漢魏以後五、七言之作，罕能例外，所謂「建安、陶、阮以前，

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後，詩專以詠物。」仰此說固甚牽強，實未可知此截然區分也。

後世五、七言通篇詠物之作，最早當推班雄好《怨歌行>(4) 。速乎建安以後，斯

體漸繁，如子建《昨睦》之篇，寓意於轉蓬(5); 闢宗《詠懷》之行，借喻於鳳凰(6) 。

而陶公《歸鳥》四言，自寫曠悽(η ，闢響《三百篇> '亦稱高唱。沿至唐、宋之世，

詠物詩尤為發達。其時詩人集中，詠物之題隨在可指，藉物寫志，蓋己漸成風氣。然

而若論詠物詩數量之多及詠物之工，則李義山允稱巨墅。

傳世之義山詩作，除去可疑者十首左右以外(8) ，總數為五百玖拾餘首，而其中通

篇以詠物為主之作。數量在一百以上，比例超過六分之一。詠物詩佔全部作品如此高

之比例，放眼古今詩家，實為罕觀，允稱義山特色之一。且義山之詠物，不僅能體貼

入微，曲盡物情，尤能妙有寄託，不粘不脫，遂擴大詠物詩之範圍，提升詠物詩之境

界，深情遠意，往往使人疊疊不倦，堪稱詠物能手。

一
一

義山詠物詩之題材，涵蓋至廣，上至天文，下至麟介，靡所不有。以「天文」而

言，所詠之題材包含有月(集中有《霜月〉、《秋月〉及《月》等作)、風(集中有

(3) 張戒語，見《歲寒堂詩話》。

(4) 此詩見於《文選》及《玉台新詠> '皆題班握好作，近代學者頗以為是古辭，然亦未有顯

證，茲仍從舊說。

(5) 曹子建擬《苦寒行》為〈時睦篇> '乃感徙都而作，通篇假轉達以自況。

(6) 阮鬧宗《詠悽詩》中有《林中有奇鳥》一首，亦通篇假鳳凰以自喻所遇非時之悲。

(7) 陶淵明《歸鳥》乃借詠歸鳥以發抒歸體之情。

(8) 今傳《玉豁生詩集》中有他人之詩而誤入者，如《赤壁〉、《送阿龜歸華》等，約計十首，

余別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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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詩二首，一首為五絕，一首為五律)、雪(集中有《憶雪》、《殘雪》、《喜

雪》、《對雪》、《九月於東逢雪》等作)、雲(集中有《詠雲》、《齊梁晴雲》等

作)、雨(集中有《細雨成詠獻尚書河東公》、《微雨》、《春雨》、《細雨》及

《雨》等作，其中以《細雨》命篇者凡有三首，其一為五絕，其一為五律)等;「地

理」方面，所詠之題材包括山(集中有〈荊山》、《玉山》等作)、石(集中有《亂

石》之作)等;「人體」方面，所詠之題材包括有腸(集中有《腸》詩之作)、淚

(集中有《淚》詩之作)等;「器用」方面，所詠之題材包括鏡(集中有《鏡檻》

《破鏡》等作)、燈(集中有《燈》詩之作)、屏風(集中有《屏風》詩之作)、竹

杖(集中有《贈宗魯昂竹杖》之作)等;「服飾」方面，所詠之題材有襪(集中有

《襪》詩之作) ; I 飲食」方面，所詠之題材有珊瑚散(集中有《房君珊瑚散》之作)

「草木」方面，所詠之題材包括有柳(集中有《垂柳》、《巴江柳》、《柳》

《柳下晴記》、《離亭賦得折楊柳二首》、《贈柳》、《諱柳》、《關門柳》等作，

以中以《柳》命篇者凡有五首，一首五律，一首七律，三首七絕)、松(集中有《題

小松》、《高松》等作)、桐(集中有《蜀桐》、《景陽宮井雙桐》等作)、柏(集

中有《武候廟古柏》之作)等;「花卉」方面，所詠之題材包括牡丹(集中有《牡丹》

、《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二首》、《僧院牡丹》等作，其中以《牡丹》命篇者凡有三首，

五律及七律各一)、紫薇(集中有《臨發崇讓宅紫薇》之作)、杏花(集中有《杏花》

之作)、菊花(集中有《菊》、《和馬郎中移白菊見示》、《野菊》等作)、種花

(集中有《朱檯花二首》、《糧花》及《種花二首》等詩)、木蘭花(集中有《木蘭》

、《木蘭花》等詩)。李花(集中有《子直晉昌李花》、《李花》等詩)、荷花(集

中有《荷花》、《贈荷花》尋詩)、梅花(集中有《十一月中旬至扶風界見梅花》

《酬崔八早梅有贈兼示之作》等詩)、櫻桃花(集中有《櫻桃花下》之作)、桃花

(集中有《嘲桃》之作)等，男有《落花》、《和張秀才落花有感》、《高花》等題，

則未指明究係何花，此其意歸重於「落」、「高」二字，故不必泥定為何花。然循名

責實，固亦當附於此類。「果品」方面，題材包括櫻桃(集中有《深樹見一顆櫻桃尚

在》、《百果嘲櫻桃〉、《櫻桃答》、《嘲櫻桃》等詩)、石榴(集中有《石榴》之

作)等;「飛禽」方面，題材包括雞(集中有《賦得難》之作)、鳳(集中有《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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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之作)、鸝(集中有《題鵲》之作)、孔雀(集中有《和孫朴韋搪孔雀詠》之作)、

燕(集中有《越燕二首》之作)、烏鵲(集中有《主申閏秋題贈烏鵲》之作)、鴛鴦

(集中有《鴛鴦》之作)、鶯(集中有《流鶯》之作)等。其他尚有《北禽》、《宿

晉昌亭聞驚禽》等題，亦當附於此類。「走獸」方面，所詠之題材有猿(集中有《失

猿》之作) ; r 鱗介」方面，所詠之題材有魚(集中有《洞庭魚》之作) ; r 昆蟲」

方面，所詠之題材包括蟬(集中有《蟬》詩之作)、蜂(集中以《蜂》詩之作)、蟑

(集中以《提》命篇之詩凡有四首 (9) ，其中三首為五律，一首為五絕)等。

據以上之考查統計，知義山詠物之對象，極為廣泛。舉凡吾人生活所接觸之範圈，

無論動物、植物，不分有生、無生，義山或假物寓意，或觸物興感，輒以收入篇什。

而吟詠次數最多者，前數種依次為柳(凡十三首)、雨(凡六首)、櫻花(凡四首，

若計《櫻桃花下》言之，則為五首)、提(凡四首)等。此一有趣之事實，頗可玩味。

竊以為據此可以略窺義山之靈心，洞鑒騷人之秘胃。蓋楊柳之依依漢南，峽蝶之流連

花間，皆為多情之物;細雨之飄灑微茫，白雪之紛揚舞空，並成淒美之境;而牡丹之

麗質天生，木權之朝發暮謝，以見高才難憑，浮生易脆。夫「多倩」、「淒美」、

「高才」等，豈不皆義山自身具備或嚮往追求之特質及境界。而「難憑」、「易脆」

之感，正以視知義山之沈憂。以上題材義山所以疊詠再三，無意洩露宗風，開示法門，

讀者循是以求義山之詩境，執簡取繁，所得多矣。

詠物之作，人皆知當體貼入微，曲傳物態，然此只是第一層次，不足以盡詠物詩

之奧微。上乘之詠物詩，除須典傳物態之外，尤在妙有寄託，借物言情，雖詠物而不

泥滯於此物。前人所謂「不即不離 J (的)者，即此意。遍覽古人詠物佳製，莫不如此。

(9) 舊本以「初來小苑中」五律及「長眉畫了繡簾開」、「壽陽公主館時粒」二首七組合題為

《蝶三首> 0 馮浩本改從《戊籤> '將五律之作題為《諜> '七絕之作題為《無題二首》。

案諸詩意，二首七絕非詠蝶， ~戊籤》區別為二題是也，舊本蓋誤合。

(10) 清劉熙載語，見〈藝概〉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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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山綺才艷骨，句律深微，尤工於詠物，其詠物詩如《贈柳》、《誰柳》、《贈荷花》

《嘲桃》、《百果嘲櫻桃》、《櫻桃答》、《嘲櫻桃》、《圭申閏秋題贈烏鵲》等

作，即只從其製題觀之，已知其必有深意，非泛詠物態而已。其他詠物之篇什，除善

盡物情以外，亦往往皆有所寄意，或借物自況，或借物喻他，或借物興感，大抵重在

藉物言情，非徒以雕錦刻鐘之工為能，其詠物詩所以卓學千古者以此。故讀義山之詠

物詩，允宜玩索詩中之託寄，庶得作者之本意。若徒賞其寫物之工，搞藻之華，則買

把還珠之詣，恐未能免。以下妥就「借物自況」、「借物喻他」、「借物興感」三端，

各舉數例稍加論釋，以見義山詠物手法之一斑。

eEl

義山詠物詩常見手法之一，為借物以自況。借物以自況者，詩中所詠之物亦即義

山自身，即物即我，達到物我一體之境界。義山此類作品甚多，如《流鶯》

流鶯漂蕩復參差，度陌臨流不自持。

巧轉豈能無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

風朝露夜陰晴裡，萬戶千門開閉時。

曾苦傷春不忍聽，鳳城何處有花枝。

此詩寫作之確年無可考(口) ，玩其詩意及詩格，似是晚年之作。首聯言流鶯之漂蕩，去

住不能自主，刻意洗發題目《流鶯》中「流」字之義;次聯言黃鶯巧嚼，當有苦心，

然而雖逢良辰，卻無佳期，以見流鶯際遇之蹉跎;腹聯言黃鶯之漂蕩哀啼，不別陰晴

與晨昏;結聯則致慨於鳳城之無處棲身。全詩全係借流鶯自況。義山以婚于王氏之故，

為人所怨，遂致流落不偶，坎壞終身，兩度任職秘省，皆極短暫，一生游幕時間為多，

除早年之令狐楚幕、崔亮海幕外，自開成二年(西元八三七年)登進士第以來，先後

居王茂元涅原幕及陳許幕、周擇之華州幕 (1劫、鄭亞之桂管幕、盧弘止 (13)之徐州幕、

(11) 馮浩及張爾田二譜皆不繫年。

(12) 會昌元年義山為華州刺史周揖表奏頗多，張爾田因疑義山是年當暫居韓幕，茲從之。張說

見〈玉豁生年譜會筆〉八十一頁。

(13) (舊唐書》作盧弘正， (新唐書》作盧弘止，本仲勉更據《郎官柱題名) ，以為作「止」

是，作「正」誤。茲從之。本說見〈玉路生年譜會護平質) ，附見張爾田〈玉路生年譜會

筆〉二三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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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自「渡陌臨流」「參差」柳仲昂之梓州幕，綜跡不可謂不廣，所謂「漂蕩」

持也。義山雖為令狐絢所怨，並未斷絕往來，是以義山對令狐仍屢有陳情，微意往往

，不官為其詩自下簣解。然而「巧哺豈能無本意」寄託于詠物、艷情及遊仙等篇什，

，大有「斯人獨「鳳城何處有花校」令狐終不見諒，援引之望成虛，回朝之日無期，

憔悴」例之怨，詞哀心苦，淘可謂字字血淚。又如《巴江柳》

巴江可憐柳，柳色綠侵江。

好向金鑒殿，移陰入綺窗。

此詩在梓州幕所作 (15) ，詠巴江柳，即用以自況。前二句自慨客寓巴、蜀，後二句含希

「緒吐納風流......劉俊之為益州，獻蜀冀入朝居清職之意。案《南史﹒張緒傅》云:

此柳數株，校條甚長，狀若絲縷... ...武帝以植於太和靈和殿前，嘗賞玩咨喔，曰:

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此詩後二句即暗用張緒典故，小

詩寫得極有情味，亦義山慘滄經營之作，紀昀乃譏為「直而淺 J (16) ，似不然也。

義山又有《野菊》詩云:

苦竹園南椒塢邊，微香冉冉淚涓涓。

已悲節物同寒雁，忍委芳心與暮蟬。

細路獨來當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

紫雲新苑移花處，不取霜栽近御症。

此詩詠野菊，黃季剛以為「自喻其身世 J (凹，其說甚是。菊花晚節，有君子之特操，

，即寓有君子在野之嘆。首句言野菊生長之所在，洗發題中「野」字之題目《野菊》

，晴寓處境之苦辛。次句言菊花舒蕾，其香冉冉，乃寒'曰「椒塢」意，日「苦竹」

主
冶

j
d

一

(14) 杜甫詩句，見《夢李白》第二首。

(15) 獨浩繫大中三年，張爾回繫大中六年。茲從張說。

(16) 見《玉難生詩說》。

(17) 見《李義山詩偶評》二十六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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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露凝，有似清淚涓涓。比清才抱恨。次聯上句承「淚涓涓J '下旬承「微香冉冉J '

言菊逢秋始榮，無異寒雁之淒涼;然猶不忍委棄芳心，同於暮蟬之玄默。其「微香冉

冉」者以此，其「淚涓涓」者亦以此。比己身之未遇于時，猶不甘於埋沒清才，寂爾

無聞。腹聯就詩人身上說，言自己今夕小徑獨步，偶然與此野菊相值;回憶他年清樽

相伴，及見白菊繞階之盛，令狐楚最愛白菊，楚謝世十二年後，義山有《九日》詩云:

「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繞階擇。十年泉下無人間(的) ，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

臣栽首稽，空教楚客詠江籬。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得再窺。」此詩一則追念令

狐楚生前之知過，一則抱憾其子令狐絢之不肯援手。《野菊》詩所謂「清樽相伴省他

年」者，所省憶之內容即此詩之「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繞階壢」也。然而曾幾

何時，繞階之白菊今已成為處身辛苦地之野菊矣。詩中「他年」與「此夕」對照，言

外無限感H胃。結聯借「紫雲」以指宮禁，謂令狐絢榮升新職，常處宮禁，卻不移植此

野菊使近君顫，以總結前文。蓋此詩作於大中三年之秋(叩) ，是年二月，令狐絢拜中書

舍人，五月，遷御史中丞，至九月，復充翰林學士承冒，尋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話，官

位己大顯。而此時義山由整屋尉被京兆尹留假參軍事，奏署據曹，令典章奏，深感自

身之沈滯，故對令狐絢之不肯援手，不免有憾也。《九日〉詩云. I不學漢臣栽首稽」

'其怨正與此同，二詩可合參。

義山又有《臨發崇讓宅紫薇》詩云:

一樹濃姿獨看來，秋庭暮雨類輕埃。

不先搖落應為有(羽) ，已欲離別休更開。

桃綾含情依露井，柳綿相情隔章台。

天涯地角同榮謝，豈要移根上苑栽。

據《述征記} ，王茂元有宅在洛陽崇讓坊，此詩蓋義山將離洛中前夕對崇讓宅紫薇

(18) 此詩作於大中二年，距開成二年令狐楚之卒，首尾為十二年，詩云十年者，舉成數耳。

(19) 馮浩、張爾田二譜皆繫此詩於大中三年。

ο0) <.戊籤》 ﹒〈英華》作「應有待-' ~紀昀以為本作「應有為-' .而校者以平仄不協顛倒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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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作 (21) 。首聯言紫薇花在秋庭暮雨中盛開。次聯言紫薇不先搖落，應是為我而開;

令我已將離去，則可不必更開矣。腹聯言依露井之桃與隔章台之柳，一則逢時，一則

得地，以反襯紫薇之落寞無援。結聯總放前文，言居上苑之桃、柳與居天盡地角之紫

薇榮謝一同，固不必以移根上苑為幸。此詩一篇之旨，見於篇末，作者以紫薇自況之

意甚明。其時紫薇蓋將有遠行，故有「天涯地角」之文，此際詩人浮想連翩，思路已

由崇讓宅之紫薇飛馳到天涯地角之紫薇，而此紫薇即自己化身。桃緩、柳綿則比在朝

得意之同年或友生，言雖彼此之處地迴殊，而榮枯不異，固不必以飄泊為恨。勉強作

自寬之語，而惘惘不甘之情見諸言外，亦義山詠物之佳篇。以上五詩，均為借物自況

之作。

五三

義山詠物詩常見手法之二，為借物喻他。此與「借物自況」有同有異，同為二者

均是將物擬人，化無情為有情;異為「借物自況」是視物為我，詩中物我一體，故此

類詩往往藉以發抒個人身世之感慨;「借物喻他」則物所喻況之人為我以外之特定對

象或不特定對象，故此類詩往往中含美刺，或表同情，代發不平;或寄微諷，藉致不

滿。如義山有《贈柳〉詩云:

章台從掩映，郭路更參差。

見說風流極，來當炯娜時。

橋迴行欲斷，提遠意相隨。

忍放花如雪，青樓撲酒旗。

案章台為長安街道名，後常借以指技院酒樓所在，唐韓捌有《章台柳》詩 (22); 又《世

(21) 馮浩、張爾田二譜皆繫此詩於開成五年。

(22) 韓胡有姬柳氏，安史亂，兩人奔散，柳出家為尼，韓為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書記，使人寄柳

詩云. ，章台柳，章台柳，音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 J 見孟

槃《本事詩﹒情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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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載桓溫自江陸北征，經金城，見少為嘟邪內史時所種柳樹皆已十間，慨然嘆曰:

「木猶如此，人何以堪! J (23)故郭城在江陵縣北。此詩首聯即用以上二則典故，點明

題中之「柳」宇，並暗示身分。次聯暗用張緒之典阱，謂早聞其風流可羹，一見果是

風姿炯娜。腹聯言柳餅立於橋邊腿上，依依如送人。結聯謂似此風流網娜之柳，何忍

飛花如雪，撲青樓之酒旗乎? r青樓」指酒樓，與首句「章台」照應。此詩題日《贈

柳} ，且詩中寫柳之情態及遭遇，筆鋒夾帶深惰，必非尋常詠物之作，馮孟亭以為

「借詠所思 J (幻) ，其說可從。蓋此女本屬歌妓之流，義山識之於酒樓舞樹之中，故結

聯有情之之意。此詩但以詠柳言，亦是難得之佳製，尤其腹聯寫柳，遺貌取神，妙得

情態，袁隨園以為「提遠意相隨，真寫柳之魂魄。」間，是義山白描勝境。

義山又有《賦得難》詩云:

稻梁猶足活諸雛，妒敵專場好自娛。

可要五更驚穗夢，不辭風雪為陽鳥。

此詩前二句謂鬥難有多餘稻梁足以養活諸雛，卻猶妒敵好鬥，以獨霸全場為樂;後二

句雷此鬥雞豈肯於五更時自穗夢中驚醒，不辭風雪為陽烏而報曉。此詩題曰《賦得難》

'詩中所寫之鬥雞顯有寄託'注家多以為讀諷藩鎮，其說不誤。案會昌三年(西元八

四三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謀卒，其佳劉積據鎮抗命。八月，詔諸鎮進討，而諸

鎮多觀望不前，詩蓋此時作(的。馮孟亭謂為. r刺藩鎮利傳子孫，故妒敵專權而無勤

勞王室之志，三句謂其自謀則固也。 J (胡其說甚精。

義山又有《亂石》七絕之作，詩云:

(23) 見《言語篇〉。

(24) 已見前文。

(25) 見里仁版〈玉路生詩集簣注〉六四六頁。

(26) 見《隨團詩話〉卷一。

(27) 獨浩及張爾田二家譜並主此說。

(28) 見里仁版《玉豁生詩集簧注》二O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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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鋸龍蹲縱復橫，星光漸減雨痕生。

不須併礙東西路，哭殺廚頭阮步兵。

此詩首句言亂石縱橫，或如虎鋸、或如龍蹲，作種種掙揮可佈之狀。次句謂亂石為天

降之隕石，案《春秋﹒穀梁莊公七年經> : r 夜中，星隕如雨。」范寧《集解〉

「如，而也。星臨隕而復雨。」義山此句服用《春秋》典並取《穀梁〉注家之說。三、

四句言亂石不須阻礙東西，使人無路可走。「廚頭阮步兵」指阮籍，案《晉書﹒阮籍

傳> : r 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時酒三百餌，乃求為步兵校尉 o ••• ...時率意獨駕，

不由徑路，車速所窮，輒痛哭而反。」詩之結句本此。詳味此詩，所謂「亂石」蓋指

蔽賢之小人，屈復以為「刺小人當路」阱，其說甚是。結句藉阮步兵以自況，實有日

暮途窮之悲，語雖徑直，情自沈鬱。

義山又有《蜀桐〉詩云:

玉壘高桐拂玉繩，上合非霧下含冰。

枉教紫鳳無棲處，斬作秋琴彈壞睦。

此詩首旬言蜀桐產自玉壘山，其高可拂玉繩之星。次句言蜀桐上含非霧，下厲堅冰，

除承首句盛言其高外，亦取冰清堅貞之意。後二句言如此美材斬作秋琴以彈《壞陸》

(鉤) ，世無賞音，徒令紫鳳失所耳。細味詩冒，詩中之蜀桐必有所指，程夢星曰.r此

為大中十一年梓州罷之作，題曰蜀桐，詩用玉壘，情事顯然。其曰紫鳳無棲，自是以

後，無復辟聘矣。J (31)其說甚為合理，若然，此「蜀桐」蓋指柳仲昂。柳仲昂之罷府

內徵，有似美材之斬作秋琴，從此義山頓失棲身之所矣。詩意至為沈痛。

義山又有《風》詩五絕云:

(29) 見正大版《玉路生詩意》四三七頁。

(30) {琴操} : ，.十二日壞陵，伯牙所作。」

(31) 見廣文版《李義山詩集靈注》三六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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撩釵盤孔雀，惱帶拂鴛鴦。

羅薦誰教近，齋時鎖洞房。

57

此詩前二句言風之撩撥其孔雀釵'戲拂其鴛鴦帶，是押而玩之之意。後二句言齋時本

當密鎖洞房，然而卻使風得接近羅薦，押而玩之，足見洞房扁鎖未密，其事亦出諸自

願矣。全詩以第三句為主，第四句是反語，謂宜鎖而未鎖也。程夢星、馮孟亭並以此

詩為刺女冠之作 (32) ，詳玩詩冒，蓋為得之。然則題曰《風》者，蓋借喻押近女冠之輕

薄子弟也。

以上五詩，均為借物喻他之作。

-'
/、

義山詠物詩常見手法之三，為借物興感。此類手法之詠物詩。多以描摹物象為主，

作者擴懷所占之比重較輕，且作者之情懷多因物而觸發，往往見於篇末，起統攝全篇

作用。故此類作品所詠之物，非借物以擬人，與借物自況及借物喻他之篇什顯有區別。

如義山有《細雨》詩云:

瀟灑傍迴汀，依微過短亭。

氣涼先動竹，點細未開萍。

稍促高高燕，微疏的的螢。

故國煙草色，仍近五門青。

此詩首聯寫遠景，言細雨依偎迴汀，飄過短亭，遠望一片迷濛。「瀟灑」如聞其

聲， r依微」若見其狀，直接描寫細雨，極為細膩。領聯及腹聯是近景，分別透過動

物及植物雨中情態之描寫，間接刻劃細雨，領聯言細雨隨微風俱來，觀綠竹之因風搖

曳，已覺涼意襲人;而由於雨點甚細，池上聚生之浮萍甚至未因雨而離破。腹聯言高

飛之燕因雨而轉為迅疾，而閃爍之螢則因雨而益加疏落。其中，r稍促」、「微疏」

(32) 程說見廣文版〈李義山詩集簧注〉三O四頁，馮說見里仁版〈玉豁生詩集簧注》五六二頁。



58 教學與研究第十三期

、與「未開萍J '皆著意洗發題中「細」字之義，而「氣涼」則傳神空際，寫出細雨

之魂魄。結聯因煙草迷離，遂引發羈旅之感，想像故園草色之青連京華。據鄭玄《周

禮》注，天子有半、煒、庫、應、路五門，結句「五門」本此，用以泛指京師。此師

題目《細雨} ，詩中八旬俱寫雨景，層次井然，寫細字尤其傳神，為上乘之詠物詩。

而全篇之重點，顯然在於物象之刻畫，僅在未聯微逗情思，結出客居思鄉之意。此與

借物擬人之作，機抒自別，亦義山詠物之常法也。

義山又有《柳》詩七律，詩云:

江南江北雪初銷，漠漠輕黃惹嫩條。

海岸已攀行客手，楚宮先騁舞姬腰。

清明帶雨臨官道，晚日含風拂野橋。

如線如絲正牽恨，王孫歸路一何遙。

此詩首聯言早春雪融，柳色初生;領聯言柳條漸長，已可攀折。其.中並借楚宮細腰之

典，以狀新柳之楚楚可憐。腹聯言柳蔭正濃，官道野橋，所在帶雨含風，情態撫媚。

結聯言此如線如絲之柔條賞牽動我之客悉羈恨，以王孫歸路方遙也。《楚辭﹒招隱士》

去. I 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龔薯。」收句「王孫」本此，藉指作者自身。此詩作

年雖未能確考(33) ，然味詩意，必客居他鄉之作也。首六句皆描摹物象，寫柳之柔美多

情，僅於結聯引動歸思，收到己身，其機軸與前舉《細雨》一詩同。

義山詠雨之詩，為數蒹夥，又有《雨》詩五律云:

攝擴度瓜圈，依依傍竹軒。

秋池不自冷，風葉共成喧。

窗迴有時見，詹高相續翻。

侵宵送書雁，應為稻梁恩。

此詩寫秋雨，首聯「瓜園」、「竹軒」是地點，I撮攝」擬其聲， I依依」狀其形，

(33) 馮浩及張爾田二譜此詩皆未繫年，蓋乏顯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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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互文，言秋雨度瓜園而傍竹軒，依依不去，所至作蹦蹦之聲。領聯言秋雨淒其，

為秋池平添寒意;風雨相將，復使竹林喧嘩不已。腹聯言窗迴蒼高，雨勢隨風翻飛，

見其勢之不止。結聯則因侵宵聞雨中雁聲，觸動身世之感，言此雁之侵宵犯雨而送書，

辛苦若此，蓋為稻梁恩耳。義山飄泊四方，依人作幕，其情有與雁同者，故一結以雁

自比，收到己身。觀七八旬，足知居幕之作，惟其時府主誰何，無由確考耳。此詩亦

前六句描摹物象，結聯始以情語作收，機抒略同前舉〈細雨》一詩，二詩皆寫雨入神，

惟《細雨》是寫春雨，此篇則寫秋雨，同中之異，較然可會。

義山復有《風》詩云:

迴拂來鴻急，斜催別燕高。

已寒休慘淡，更遠尚呼號。

楚色分西塞，夷音接下牢。

歸舟天外有，一為戒浪濤。

此詩寫秋風，首聯「鴻」、「燕」互文，言鴻、燕之飛急而高，皆以秋風之故。「迴

拂」、「斜催」寫鴻、燕受風而飛之姿態，宛然在目，可謂善於形容。領聯言秋風之

鼓拂使萬物愈為慘淡蕭瑟，而秋風之呼號雖在遠而其聲彌厲。此二句極寫秋風之聲勢。

腹聯為江行即景，大江出西陸峽後，南岸有山，名荊門;北面有山，名虎牙;二山為

楚之西塞。又下牢縣在夷陸西北二十八里，自此以上，居民頗雜夷夏。義山此時蓋舟

行於荊門、下牢之間，故曰. r楚色分西塞。夷音接下牢。」結聯「歸舟」即義山自

指;「浪濤」則回抱首聯及領聯。風激浪湧，實宜戒慎，庶幾行舟之無害，此詩人之

心口相語也。詩題日《風> '前四句即就風之聲勢加意描寫，後四句敘江行，始收到

己身，結出「戒浪濤」之意。張爾田據詩意定此詩為大中二年巴遊不過歸荊門途中所

作 (34) ，其說可從。

義山復有《和張秀才落花有感》五律云:

(34) 見中華版《玉點生年譜會簧》一五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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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暖感餘芳，紅芭雜緯芳。

落時猶自舞，掃後更聞香。

夢罷收羅薦，仙歸整玉箱。

迴腸九迴後，猶自剩迴腸。

此詩首聯雷草木似有感於晴暖天氣，故餘芳競發，紅緯滿目。此極誇花開之盛，為下

文花落伏根。頓聯言落時猶自飛舞，掃後更聞餘香，是寫落花之姿態及芬芳。腹聯言

落花如好夢罷而收羅薦，復如仙女歸而駕玉箱(箱是車箱，玉箱猶言玉輿)，乃承四

句「掃後」而騁其想像。結聯言因落花而迴腸傷氣，極言落花感人之深。此詩題日

《和張秀才落花有感> '前六句寫落花，結二句是「有感J '細膩妥帖，自見筆力。

以上五詩，均為借物興感之作。

-c-

以上分別就義山詠物詩之題材及手法兩方面略作剖析，就其題材之廣泛言，足以

見其詠物內容之豐富，凡所見所接，隨手拈來，皆成佳篇，信義山之高才難追。就其

手法之區別言， r借物自況」與「借物喻他」兩類，詩中雖亦摹寫物象，實以寓意為

主;「借物興感」一類，詩中雖亦擴寫感觸，實以賦物為主。前者屬於《詩》六義中

之比體，後者屬於《詩》六義中之賦體，二者區分顯然。以義山之詠物詩而言， r借

物自況」之篇什尤居絕大之比例， r借物喻他」次之。蓋義山工於比興(指) ，詠物亦其

手段之一，故其詠物詩往往有託意，注家於此頗多發明。然亦有尋常賦物之作，注家

推求過深，遂流于穿鑿者，是在讀者之簡擇耳。

(35) 義山工於比興，前人言及者頗多，如賀喜是 4載酒國詩話》云. .魏晉以降多工賦體，義山

猶存比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