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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騷體」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的意義，唐代的騷體詩作者眾多
，這些作者中有明顯的擬古傾向，也和唐代政治有密切的關係。「
騷體詩」的來源包括了《詩經》、《楚辭》、漢詩、民間歌謠、六
朝賦；表現的形式非常多元，內容和復古思想、政治理想、祭祀等
內容相關。「騷體詩」在唐代不僅是一種詩歌體式，同時也蘊含了
遙遠的精神寄託。

中文關鍵詞： 唐詩  ，騷體詩， 賦， 屈原， 元結

英 文 摘 要 ： he Poetry By "Sao" style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 The Poetry By "Sao" style
in Tang Dynasty has many authors , who have a clear
tendency to love history , and they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ang Dynasty politics . The sources of
The Poetry By "Sao" style include "The Book of Songs", "Chu
Ci", Han Dynasty ‘s Poetry, Folk Songs, Xin Yue Fu Fu .
The Poetry By "Sao" style is very Multiple , express
sadness and loss in a free form . Their poems are full of
politics ,and express their inner ideals too .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Poetry By “Sao” style is not only a literary
form , The Poetry By “Sao” style also contains faith .

英文關鍵詞： Tang Poetry, Sao Style Poetry, Fu, Qu Yuan, Yuan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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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騷體詩歌研究 
 
一  序言：騷體詩歌在唐代 
 
    「騷」和「楚辭」同指而異名，1後世借鑒其創作特色而完成的文學作品，

建構出了「騷體」，或也稱「楚辭體」；本文採用「騷體」，乃因在漢代以後詩歌，

已有作者，如江淹，在自己的詩題上標明「騷體」，故沿用之。「騷體」是後世文

人對楚辭崇慕、模仿或學習轉化的呈現，因此歷來評家有時也將這種具有楚辭部

分特色的作品泛稱「騷體」，本文以唐代詩歌為討論範疇，故特將這類唐代詩歌

稱為「騷體詩歌」，以區別於其他騷體形式之製作。 
    楚騷文學肇始於屈原、宋玉，其語言、形式與文學精神對後世產生了相當深

遠的影響。「楚辭」(騷)本身是一個複雜多元的概念，學界的普遍說法是屈、宋作

品及漢代仿擬屈、宋的作品，都可稱「楚辭」，《文心雕龍•辨騷》： 

 

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雜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

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熔《經》旨，亦自鑄偉

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

遊〉、〈天問〉，瓌詭而慧巧，〈招魂〉、〈大招〉，耀艷而采華；〈卜居〉標放

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

與並能矣。
2

 

 
由是段文字可知，楚辭文學在內涵與文采上的創造，深為後人所推崇，仿擬者追

隨其「驚采絕艷」，便有了統稱為「騷體」的類近創作。 
    騷體最寬泛的定義，如蘇慧霜所稱：「就普遍定義而言，凡以『兮』字基本

句式寫作的作品都是騷體，其內容則普遍表現『怨慕淒涼』之風。」3郭建勳亦

稱：「騷體即是楚辭體，它是以屈原辭作為範式，以『兮』字句為本質特徵的一

種獨立的文體，其內涵包括騷體賦與騷體詩。」
4 

    觀察先秦詩、歌、謠、辭，其中語助詞的運用固為常態，但「兮」在楚辭中

的確頻繁而強烈，創造了楚辭獨有的韻律節奏，和此節奏下強烈詠嘆唏噓的情感

效果，此議題前行學者議論已多，如林庚《楚辭學研究兩種》、鈴木虎雄《賦史

大要》等專書皆有專章詳論，此不贅述，要言之，仿離騷者，句式以「六兮，六」

為主；仿〈橘頌〉者，句式以「四，四兮」為主，仿〈九歌〉者，則以「句句用

兮」、「句中用兮之三兮三」為主。
5

 

                                                      
1 漢代開始有「楚辭」之稱，隨著「楚」的地方意識日漸淡化，六朝開始漸以「騷」代稱全部楚

辭作品，其歷程可參郭建勳：《先唐辭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215-226。 
2 引自(梁)劉勰著，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年)，頁 66。 
3 蘇慧霜：《騷體的發展與演變》(台北：文津出版社，2007 年)，頁 19。 
4 郭建勳：《先唐辭賦研究》，頁 227。 
5 鈴木虎雄《賦史大要》(台北：地平綫出版社，1975)，頁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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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純就詩歌的寫作來觀察，自先秦至於唐代，詩或歌中，帶有「兮」字

作品亦不在少數，先秦除《詩》、《騷》外，多見於「歌」中，
6

兩漢楚聲為盛，

騷體形式與精神影響創作，除了整齊的五言詩外，雜言詩中不少皆接受騷體影響，

不少名篇皆運用「兮」字句騁其情思。然此風魏晉以降漸漸少有，「兮」字或化

於無形，或填入實字，魏文帝〈燕歌行〉一篇以為完整七言之什，騷體詩歌只保

存於傅玄、夏侯湛等少數作者中。至於南朝，五言詩已然成熟，聲律、對偶大盛

的時勢下，詩歌朝向整齊發展，在齊言、偶數句的風氣下，傾向雜言的帶「兮」

字的作品非常少見，只有謝靈運、江淹、沈約等少數作者寥寥數篇，楚辭體的詩

歌傳統，似乎到南朝而將近絕跡。 

    然唐代形勢丕變，初唐開始，帶有「兮」字的騷體詩作重新受到青睞，則天

皇后〈唐大饗拜洛樂章〉十四首，其〈致和〉云：「神功不測兮運陰陽，包藏萬

宇兮孕八荒。天符既出兮帝業昌，願臨明祀兮降禎祥。」句句用兮字，又有盧照

鄰有多首騷體詩，如〈獄中學騷體〉：  

 

夫何秋夜之無情兮，皎皛悠悠而太長。圜戶杳其幽邃兮，愁人披此嚴霜。

見河漢之西落，聞鴻雁之南翔。山有桂兮桂有芳，心思君兮君不將。憂與

憂兮相積，歡與歡兮兩忘。風嫋嫋兮木紛紛，凋綠葉兮吹白雲。寸步千里

兮不相聞，思公子兮日將曛。林已暮兮鳥群飛，重門掩兮人徑稀。萬族皆

有所托兮，蹇獨淹留而不歸。
7

 

 

變化「兮」字的使用，表達抑鬱幽情，深得屈宋遺意。唐代寫作騷體詩的詩人，

達百人以上，涵蓋初盛中晚各時期，8其中不乏名家名篇。其寫作騷體詩的態度、

「兮」字在詩中的運用，以及造成的美學效果，也有許多不同之處。 
    是故本文，乃要思考的是： 
 
                                                      
6 先秦的「歌」，不少在年代上頗有爭議，例如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名為「古逸」，但如〈南風

歌〉有「南風之薰兮」等句，實出於《孔子家語》，該書成於三國時的王肅。 
7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卷 41，頁 134。以下凡徵引此

書者，隨詩錄其眷、頁，不再引注。 
8

 同《全唐詩》中統計有：李隆基、則天皇后、張九齡、張說、徐惠、錢鏐、盧照鄰、李百藥、

崔日用、宋之問、劉允濟、王無競、賈曾、閻朝隱、徐洪、薛曜、劉希夷、陳子昂、馬懷素、沈

佺期、張楚金、李如璧、徐堅、李泌、賀知章、李昂、盧鴻一、王維、王昌齡、劉長卿、蕭穎士、

王翰、李白、韋應物、岑參、程彌綸、杜甫、元結、皇甫冉、蘇源明、息夫牧、任華、顧況、耿

湋、戎昱、李益、司空曙、劉商、朱灣、權德輿、韓愈、歐陽詹、柳宗元、劉禹錫、鄭澣、李翱、

皇甫湜、馬異、孟郊、張籍、盧仝、李賀、劉叉、元稹、白居易、楊嗣復、楊衡、劉言史、張碧、

韋表微、李德裕、鮑溶、沈亞之、施肩吾、王叡、張祜、李善夷、李節、陸龜蒙、來鵠、李咸用、

羅隱、韓偓、王轂、韋莊、張衮、徐光溥、李宏皋、劉戩、顧甄遠、皎然、姚月華、寒山、修雅、

貫休、齊己、可朋、司馬承禎、杜光庭、呂巖、鍾離權等，另見於小說、筆記等文獻資料託名於

仙怪者暫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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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何在南朝已然趨近沉寂的騷體詩歌會在唐代復興，唐代騷體詩歌的淵源和

在？ 
2. 唐代騷體詩歌的創作表現，呈現了甚麼樣的風貌？ 
3. 唐代騷體詩歌的功能和美學價值是甚麼？ 
 
 
二  騷體詩歌的歷史發展與唐代反饋 
 
    楚文化孕育了楚騷文學，同時也因楚聲流風所及，影響了詩歌的創作，先秦

作品中已見不少帶有「兮」字的歌謠，如〈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

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9

，這類作品是否和楚辭或楚聲必然相關，

殊難斷定；不過戰國末期到西漢初，秦雖滅亡六國，但楚文化與楚辭並未隨著楚

國政權滅亡而消失，尤其在漢代，楚文化成為劉氏政權的文化依託，宮廷時以「楚

聲」祭祀或娛樂，騷體的語言形式和唏噓感嘆的情感也滲透到了詩與賦當中。帶

有「兮」字的詩歌，最盛於漢代，如： 

 

大風起兮雲飛揚   (劉邦〈大風歌〉，87) 

力拔山兮氣蓋世   (項羽，〈歌〉，89) 

諸呂用事兮劉氏微 (劉友〈歌〉，92) 

瓠子決兮將奈何   (劉徹〈瓠子歌〉，93) 

秋風起兮白雲飛   (劉徹〈秋風辭〉，94) 

太一貢兮天馬下   (劉徹〈天馬歌〉，94) 

天馬來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   (劉徹〈西極天馬歌〉，95) 

麥秀漸漸兮雉朝飛  (枚乘〈歌〉，98) 

獨處是兮廓無依   (司馬相如〈歌〉，99) 

鳳兮鳳兮歸故鄉   (司馬相如〈琴歌〉，100) 

黃鵠飛兮下建章   (劉弗陵〈黃鵠歌〉，108) 

空城歸兮狗不吠   (劉旦〈歌〉，108) 

髮紛紛兮寘渠     (華容夫人〈歌〉，1090) 

徑萬里兮度沙漠   (李陵〈歌〉，109) 

欲久生兮無終，常不樂兮安窮  (劉胥〈歌〉，111)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烏孫公主細君〈歌〉，112) 

玄雲央鬱將安歸兮  (息夫躬〈絕命辭〉，116) 

陟彼北芒兮，噫    (梁鴻〈五噫歌〉，166) 

逝彼舊邦兮遐征    (梁鴻〈適吳詩〉，166) 

皇皇太上湛恩篤兮  (崔駰〈歌〉，171) 

戎馬鳴兮金鼓震    (崔駰〈安封侯詩〉，171) 

                                                      
9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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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思兮在泰山   (張衡〈四愁詩〉，180) 

天道易兮我何艱   (劉辯〈悲歌〉，191) 

皇天崩兮后土頹   (唐姬〈起舞歌〉，191) 

 

以上詩例「兮」字的位置多在句中，在句末的較少，較為特別的是蔡琰的〈悲憤

詩〉，此詩二章，首章為整齊五言，次章則為「嗟薄祜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

單」的七言騷體；她另有〈胡笳十八拍〉，亦含「天不仁兮降亂離，地不仁兮使

我逢此時」之騷體句法。 

    漢代的騷體詩歌，主要有三種形式： 

1. 五噫歌體，梁鴻〈五噫歌〉基本上一句四字，句尾帶「兮」字成五言句，句

外加感嘆辭「噫」，兮字且有押韻作用。 

2. 七言短章，這類詩歌除少數例外，作者多為諸劉王室，往往以七言或八言為

主，每句入韻。短則三句，如〈天馬歌〉長則九句，如〈秋風辭〉，無論短長，

基本上每句於句中帶有「兮」字。 

3. 四愁體，張衡〈四愁詩〉四章，每章只在第一句句中帶「兮」字，以下六句

皆不帶有「兮」字。 

 

這三類作品，吾人認為來源各有不同，〈五噫歌〉來源應屬《詩經》傳統，《詩經》

中已有「一句四字，句尾帶兮」的詩句，如：「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國風•

魏風•十畝之間)，若參照：「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

予授子之粲兮」(國風•鄭風•緇衣)，會發現這〈五噫歌〉很可能就是模仿這類

作品，不過〈五噫歌〉在後世也隨著《詩經》四言句式的沉寂而乏人模擬。 

    七言短章或源於楚聲民謠可能性較大，漢高祖未必讀過屈原的作品，但他「過

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
10

，他的〈大風歌〉應是受

到楚聲民謠的濡染而成。這類作品，在漢代可能漸與楚辭相融匯，難分辨其效楚

聲或仿擬楚騷，東漢晚期蔡文姬的〈悲憤詩〉、〈胡笳十八拍〉，即可視為這類作

品的和楚辭結合後的新創作。至於張衡〈四愁詩〉，則是在楚騷基礎上的一種早

期改造，後人為此篇作序，也強調「效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以水

深雪雰為小人」等認識，也就是說，〈四愁詩〉不僅在「兮」字的運用上勾連了

和楚辭間的關係，同時在創作手法上以依託屈騷為典範。〈四愁詩〉成為了一個

完整的創作格式，後代仿擬時往往會標明「擬四愁」。 

    漢代的騷體七言短章、〈四愁詩〉、〈悲憤詩〉、〈胡笳十八拍〉等，都與楚辭

有關，是「騷體」在漢代詩歌上的具體呈現。然這類帶「兮」字的騷體詩作，魏

晉以後，創作日寡，魏詩僅見曹丕〈寡婦詩〉：「霜露紛兮交下，木葉落兮淒涼」

(403)；西晉主要的楚辭體詩作者是傅玄，他有：〈歷九秋篇〉、〈吳楚歌〉、〈長安

西行〉、〈車遙遙篇〉、〈昔思君〉、〈擬四愁〉等篇作品；〈歷九秋篇〉是六言詩，

每首首句為帶有「兮」的詩句，如「歷九秋兮三春」，下文則是整齊六言，〈吳楚

                                                      
10 (漢)班固《漢書•禮樂志》(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卷 22，頁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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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車遙遙篇〉、〈昔思君〉則是仿《九歌》體，特色是句句用「兮」，且皆為

句中用「兮」，〈擬四愁〉則全仿張衡〈四愁〉體，首句用「兮」，下文則為七言

句。 

    西晉夏侯湛也有：〈山路吟〉、〈江上泛歌〉、〈離親詠〉、〈長夜謠〉、〈春可樂〉、

〈秋可哀〉、〈秋夕哀〉、〈征邁辭〉等八篇；另董京有〈答孫楚詩〉、石崇〈思歸

嘆〉、張載有〈擬四愁〉。東晉湛方生有〈懷歸謠〉，劉宋時謝靈運有〈鞠歌行〉，

爾後梁詩有江淹作〈雜三言〉五首，以及〈應謝主部騷體〉、〈劉僕射東山集學騷〉

兩首，在詩題中都特別標明「學騷」，以及〈山中楚辭〉六首，江淹可說是六朝

受楚辭影響最深的詩人。此後僅有沈約〈八詠詩〉中的「歲暮愍衰草」、「解佩去

朝市」兩篇作品中，偶見帶「兮」字的詩句。較為特別的是隋代王通，他曾於長

安上隋文帝〈太平時有二策〉，不被採納後即「賦東征之歌而歸」，其歌曰： 

 

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 

遂懷古人之心兮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 

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
11

 

                

用騷體詩表達他求仕不遇的感慨，語言形式在當時可謂獨出一格。 

    由以上的趨勢來看，西晉以降，政權南遷，但深具南方色彩的騷體詩歌創作

卻日趨寂寥，主要的原因在於五言詩的興盛。五言詩在東漢魏晉形成了具體的典

範，在形式上除了「齊言」的特徵，同時還追求聲律及對偶，長期創作的傳統確

立了隔句押韻、兩句為一聯的敘述節奏，同時修辭日精，詩人不斷嘗試用警鍊的

句法表現新鮮的物態感受：「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春芳酒，還望青山

郭」
12

，這類作品滿足了詩歌在形式和審美上的需求，正如《詩品》所云：「五言

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型，窮情寫物，

最為詳切者耶？」
13

同時在五言詩的世界，也漸漸傾向一種含蓄悠遠的韻致，「相

思將安寄？悵望南飛鴻」
14

、「瀲灩故池水，蒼茫落日暉。遺愛終何極，行路獨沾

衣」
15

，這類婉轉深切的詩句，不僅韻律和諧，詩味濃厚，也將詩的美學，化約

為清淡簡遠的風貌。 

    如對對照騷體詩，如前引王通作品，則騷體詩歌的口語氣息和錯落的句型，

以及每句入韻之節奏，較難發揮當時詩家喜愛的聲律、對偶與修辭技術，而其唏

噓感慨的悲涼感，也未必符合南朝的文學環境和詩人心境。因此詩人對五言詩的

興趣，遠高於騷體詩。五言詩體的優越完備，不僅使其創作量體無限膨脹，排擠

了其他形式的可能，即便南朝的騷體詩，其實也明顯可見五言詩的影響，如江淹

之作： 

                                                      
11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2655。 
12 謝朓〈遊東田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425。 
13 (梁)鍾嶸原著，趙仲邑譯注：《鍾嶸詩品譯註》(台北：貫雅出版社，1991 年)，頁 9。 
14 劉繪〈送別〉，《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470。 
15 何遜〈行經范僕射故宅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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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秋一顧，眇然山中。檀欒循□，便娟來風。 

木瑟瑟兮氣芬蒀。石戔戔兮水成文。 

擿江崖之素草。窺海岫之青雲。願芙蓉兮未晦。遵江波兮待君。
16

 

 

此做雖為帶「兮」字的雜言詩，但形式已和漢代的七言短章不同，全詩隔句押韻，

惟換韻處首句入韻(木瑟瑟兮氣芬蒀)，這是五言詩律化的特色，又其「擿江崖之

素草。窺海岫之青雲」這兩句，可視為「江崖擿素草。海岫窺青雲」這種典型南

朝五言句，通過謂語前置來改變句型的實例，謂語前置是古文句法，楚辭中也有

不少句子，
17

但詩中並不多見，也就是說，江淹為表現「騷體」的風味，除了在

句中加入「兮」，還需特別轉變五言詩句法，將謂語前置來符合騷體的語言風味。

從此案例中，正可見南朝五言詩的強勢，不僅在創作上成為詩人的優先選擇，其

創作觀念甚至滲透到了騷體詩的形式和語言中，騷體詩是邊緣詩體，在南朝一片

縟麗的景象中並不受詩人重視。 

    到了唐代，在南朝非常邊緣騷體詩卻欻然而起，此現象該如何解釋？ 

     

三  唐代騷體詩淵源 

 

    前述騷體詩在漢代以後餘音漸裊，在南朝只剩零星個案，但在唐朝卻忽然復

興，在張說(667-730)的郊廟歌辭歌詞中有：「樂九韶兮人神感，美七德兮天地清」

這樣的詩句；盧照鄰(634-689)〈獄中學騷體〉在題目中就說明了他的典型意義： 

 

夫何秋夜之無情兮，皎皛悠悠而太長。圜戶杳其幽邃兮，愁人披此嚴霜。

見河漢之西落，聞鴻雁之南翔。山有桂兮桂有芳，心思君兮君不將。憂與

憂兮相積，歡與歡兮兩忘。風嫋嫋兮木紛紛，凋綠葉兮吹白雲。寸步千里

兮不相聞，思公子兮日將曛。林已暮兮鳥群飛，重門掩兮人徑稀。萬族皆

有所托兮，蹇獨淹留而不歸。 

 

他另有〈懷仙引〉、〈釋疾文三歌〉等作。另為大家宋之問(656-712)也留下不少騷

體詩，如〈下山歌〉：「下嵩山兮多所思，攜佳人兮步遲遲。松間明月長如此，君

再遊兮復何時。」
18

或是〈嵩山天門歌〉： 

  

登天門兮坐盤石之磷峋，前漎漎兮未半。下漠漠兮無垠，紛窈窕兮巖倚披

以鵬翅。洞膠葛兮峰稜層以龍鱗，松移岫轉。左變而右易，風生雲起。出

                                                      
16 江淹：〈劉僕射東山集學騷〉，《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590。 
17 如〈湘夫人〉：「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水中築室，荷蓋葺之」；〈離騷〉：「配繽紛其繁

飾兮」：「繁飾配繽紛」等。 
18 此作尚有賈曾之倡和：〈和宋之問下山歌〉：「良遊晼晚兮月呈光，錦路逶迤兮山路長。王孫不

留兮歲將晏，嵩巖仙草兮為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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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而入神，吾亦不知其靈怪如此。願遊杳冥兮見羽人，重曰：天門兮穹崇，

回合兮攢叢。松萬接兮柱日，石千尋兮倚空。晚陰兮足風，夕陽兮赩紅。

試一望兮奪魄，況眾妙之無窮。(《全唐詩》卷 51，頁 157) 

 

除了這種全篇騷體風調的詩作，唐代還有詩中雜用騷體者，如張九齡(673-740)〈奉

和聖制瑞雪篇〉在雜文中： 

 

萬年春，三朝日。上御明臺旅庭實，初瑞雪兮霏微。俄同雲兮蒙密，此

時騷切陰風生。先過金殿有餘清，信宿嬋娟飛雪度。能使玉人俱掩嫮，

皓皓樓前月初白。紛紛陌上塵皆素，昨訝驕陽積數旬。始知和氣待迎新，

匪惟在人利。曾是扶天意，天意豈云遙。雪下不崇朝，皇情玩無斁。雪

委方盈尺，草樹紛早榮。京坻宛先積，君恩誠謂何。歲稔復人和，預數

斯箱慶。應如此雪多，朝冕旒兮載悅。想籉笠兮農節，倚瑤琴兮或歌。

續薰風兮瑞雪，福浸昌。應尤盛，瑞雪年年常感聖。願以柏梁作，長為

柳花詠。(《全唐詩》卷 47，頁 146) 

 

亦見全詩偶雜一兩句」「騷句」的作品，如李百藥(564-648)〈途中述懷〉： 

  

伯喈遷塞北，亭伯之遼東。伊余何為客，獨守雲臺中。途遙已日暮，時泰

道斯窮。拔心悲岸草，半死落巖桐。目送衡陽雁，情傷江上楓。福兮良所

伏，今也信難通。丈夫自有志，寧傷官不公。(《全唐詩》卷 43，頁 136) 

 

在整齊的五言中忽然插入「福兮良所伏」一句；或如賀知章〈望人家桃李花〉，

整齊的七言中，只有一句：「桃花紅兮李花白」。 
    盛唐以後，騷體詩更盛，在討論這類騷體詩前，或可思考何以在南朝已然冷

落的騷體詩，在初唐能重新受到重視，再度運用於創作中？ 
    如果從詩賦合流的演變來看，南朝詩歌走向齊言、律化與雕飾；南朝的賦則

也傾向詩化，不少賦篇幾乎已經是整齊的詩歌了，沈約〈天淵水鳥應詔賦〉： 
 

天淵池鳥，集水漣漪。 

單泛姿容與，群飛時合離。將騫複斂翮，回首望驚雌。 

飄薄出孤嶼，未曾宿蘭渚。飛飛忽雲倦，相鳴集池禦。 

可憐九層樓，光景水上浮。本來暫止息，遇此遂淹留。 

若夫旅浴清深，朋翻回曠。翠鬣紫纓之飾，丹冕綠襟之狀。 

過波兮湛澹，隨風兮回漾。竦臆兮開萍，蹙水兮興浪。 
19

 

 
中間三韻，是非常完整的五言詩，也就是說，詩和賦的創作概念和藝術思考界線

                                                      
19 嚴可均集校：《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年)，卷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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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趨淡薄，若從騷體的書寫來看，已有學者指出：「南朝…詩、騷、賦三種体式

往往融合為一，…純粹的騷體賦相對減少整個南朝的騷體賦僅 19篇。」20這些

騷賦不乏名作，如江淹的〈青苔賦〉或謝朓〈遊後園賦〉等，然除了這十九篇騷

體賦，事實上不少駢賦或小賦，其末的「亂」或「已矣哉」以下，或「繫詩」、

或結尾的陳辭，都可騷體的形式，舉例如下： 
 
1. 亂詞為騷體者： 
 

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

丘壟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江淹〈恨賦〉，亂詞)21 
 
已矣哉！波瀾動兮昧前期，庸夫蔽兮自欺，不遠而複幸無嗤，建功立德有

常基，胸馳臆斷多失之，前言往行可為師。(梁簡文帝蕭綱〈悔賦〉，亂詞)
22

 

 

已矣哉！秋風起兮秋葉飛，春花落兮春日暉。春日遲遲猶可至，客子行行

終不歸。(蕭繹〈蕩婦秋思賦〉亂詞) 
 
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

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鮑照〈蕪城賦〉亂詞)
23 

 

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天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 (謝

惠連〈雪賦〉亂詞)
24 

 

惟德動天，神物儀兮。於時駔駿，充階街兮。稟靈月駟，祖雲螭兮。雄志

倜儻，精權奇兮。既剛且淑，服鞿羈兮。效足中黃，殉驅馳兮。願終惠養，

蔭本枝兮。竟先朝露，長委離兮。(顏延年〈赭白馬賦〉亂詞)
25

 

 

2. 篇末騷體： 

 

過波兮湛澹，隨風兮回漾。竦臆兮開萍，蹙水兮興浪。(沈約〈天淵水鳥

應詔賦〉) 

 

夕既昏兮朝既清，延爾族兮臨後庭。入空室兮望靈座，帷飄飄兮燈熒熒。

                                                      
20 郭建勳《先唐辭賦研究》，頁 96。   
21

 張國星編注《六朝賦》(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頁 201。 
22

《六朝賦》，頁 257。 
23 《六朝賦》，頁 188。 
24 《六朝賦》，頁 178。 
25 《六朝賦》，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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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熒熒兮如故，惟飄飄兮若存。物未改兮人以化，饋生塵兮酒停樽。春風

泮冰，初陽兮戒溫。逝逍遙兮浸遠，嗟煢煢兮孤魂。(潘岳〈悼亡賦〉)
26

 

 

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不暴骨於龍門，終低頭於馬阪。諒天造兮

昧昧，嗟生民兮渾渾。(庾信〈小園賦〉)
27

 

 

一朝風燭，萬古埃塵。丘陵兮何忍，能留兮幾人？(庾信〈傷心賦〉)
28

 

 

愁人兮易驚，靜聽兮傷情。聽蟬兮靡倦，更拍兮風生。終不校樹兮寂寞，

方復飲露兮光榮。(褚玠的〈風裡蟬賦〉)
29

 

 

3. 賦中歌詩 

 

遂謠曰，碧玉作碗銀為盤，一刻一鏤化雙鸞。乃報歌曰：美人不見紫錦衾，

黃泉應至何所禁。妃因別曰：見上客兮心歷亂，送短詩兮懷長嘆。中人望

兮蠶既飢，躞蹀暮兮思夜半。(江淹〈學梁王菟園賦〉)
30

 

 

情紆軫其何託？訴皓月而長歌。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

月；臨風嘆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歌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

容，回徨如失。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

以還，微霜沾人衣。(謝莊〈月賦〉)
31

 

 

在這些例證中，「亂」或「歌」，以及篇末的結尾，往往是鋪陳景物或描寫事件之

後，所興發的一種感懷。例如〈蕩婦秋思賦〉首段言山常水遠，遊子不歸的遠景，

次段描繪閨中女性的憂悒之態，篇末以「秋風起兮秋葉飛，春花落兮春日暉。春

日遲遲猶可至，客子行行終不歸」作結，蘊藉感慨於其中；又如謝莊〈月賦〉中

的長歌，比興兼具，抒發抑鬱之情的吟唱能令「滿堂變容」，兩歌幾乎可視為唐

代張九齡〈望月懷遠〉的先聲。這些騷體詩句，多半簡約地囊括了賦中鋪陳已多

的情緒，賦以客觀描寫為主，騷體句則是主觀情遲流露；換言之，賦與篇末的「亂」，

是同一種主題的兩種觀點與兩種不同的表現方式，各自皆具有獨立觀賞的價值和

意義，這篇賦篇末的亂詞或結尾，幾乎都可以視為獨立的「騷體詩」。 

    從以上這些例子來看，足見騷體仍被廣泛運用於抒情的範疇中，或可推論騷

體詩雖不興於六朝，但騷體賦及賦中亂詞、長歌，仍以騷體風韻呈現其沉重哀惋

                                                      
26 《六朝賦》，頁 72。 
27 《六朝賦》，頁 286。 
28 《六朝賦》，頁 292。 
29 《六朝賦》，頁 300。 
30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 33。 
31 《六朝賦》，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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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 

    故觀察初唐詩歌的傳統，至少有三方面，第一是南朝律化的五言詩，這是以

宮廷文學為中心向外擴散的主流詩體；第二是樂府民歌的傳統，不少文士在此傳

統下極力馳騁，對七言詩的建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第三是南朝騷體賦或賦中的

亂詞、繫詩、詩或騷體結尾，這是唐代騷體詩的主要淵源。 

 

    由以上所述，騷體在南朝賦中仍實存一脈，尤其特用於抒情部分。如對對照

唐人宋之問〈下山歌〉：「下嵩山兮多所思，攜佳人兮步遲遲。松間明月長如此，

君再遊兮復何時。」(《全唐詩》卷 51，頁 157)以及賈曾的和作：「良遊晼晚兮月

呈光，錦路逶迤兮山路長。王孫不留兮歲將晏，嵩巖仙草兮為誰芳。」(《全唐

詩》卷 67，頁 183)。這樣的作品，實宛若一篇賦的結尾，由此也可推想，截去

了賦的鋪敘陳述，只留下抒情意味最濃的歌或亂，實際上已和唐人之詩無所分別，

因此這個傳統對唐代的詩用騷體，或可說具有一個重要的意義。 

 

四  唐代騷體詩的主題與特徵 

 

    在初盛唐時期，屈原在詩人筆下就成為憑弔、追懷的文化象徵，其寥落的心

事、懷憂的形象和遷斥的遭遇，是詩人經常觸及的主題，例如宋之問〈送杜審言〉：

「別路追孫楚，維舟弔屈平。可惜龍泉劍，流落在豐城」、劉長卿〈送從弟貶袁

州〉：「何事成遷客，思歸不見鄉。遊吳經萬里，弔屈向三湘」，都將屈原和貶謫

心境相關聯；而李白則非常集中地表現屈原忠而被讒的形象：「比干諫而死，屈

平竄湘源」、「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漢帝不憶李將軍，楚王放卻

屈大夫」，杜甫也有類似的感慨：「中間屈賈輩，讒毀竟自取」。江南成為唐代遷

客的牢騷之地，流落而不用的無奈感對於一心想要積極建立功業的士人而言是實

際人生與心靈的雙重創傷，以屈原相勸相勉的情況頗為常見，如王維〈送楊少府

貶郴州〉： 

 

明到衡山與洞庭，若為秋月聽猿聲。愁看北渚三湘遠，惡說南風五兩輕。 

青草瘴時過夏口，白頭浪裏出湓城。長沙不久留才子，賈誼何須弔屈平。(《全

唐詩》卷 128，頁 298) 

 

在南國的抑鬱中，王維以「長沙不久留才子」寬慰貶至郴州的友人，然失意文人

到此憑弔屈原的意象，也說明了屈原和這些有類似遭遇的文人之間，有非常深刻

的心靈契合。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當屬杜甫〈詠懷古蹟〉：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 

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全

唐詩》卷 230，頁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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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以「蕭條」二字詮釋了他們這一類型文士的遭遇，也說明了唐代詩人對騷體

文學的情感來源有一個重要的部分是來自於心靈的共感。因此發源於長江流域的

楚辭文學，恰好形成了絕佳的創作選擇，屈原忠而被讒的形象、以詩賦聊抒懷抱

的騷人傳統，更添增了唐代詩人對騷體的崇慕和運用嘗試，「屈平詞賦懸日月，

楚王臺榭空山丘」(李白〈江上吟〉)，正說明了詩人欲以文學超越、克服人生淪

落的現實，而追求永恆生命的理想，屈平詞賦，也成為模仿與效法的對象，「先

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杜甫〈醉時歌〉)、「故人美酒勝濁醪，故人

清詞合風騷」(高適〈同河南李少尹畢員外宅夜飲時洛陽告捷遂作春酒歌〉)屈宋

風騷之之才調，幾乎已成唐人稱美友朋的濫語。 

    在這樣的文化情境中，騷體與詩歌進一步結合，人借助騷體的傳統，在語言、

句勢、意象、其情韻及象徵意義等各方面，都形成了一種新的創造。也可以說，

和代的騷體詩最盛，是基於政治、民情和音樂等現實層面的直接影響所致；但唐

人的騷體猶盛於漢，卻是基於文化累積和文學心靈相契等更為抽象的原因，故表

現也更加多元豐富。以下從形式作用及詩中騷體的精神取向兩方面延期表現 

 

(一) 唐人騷體詩的形式和作用 

 

    基本來說，唐人「騷體」的運用，可以分為：「騷體句」的穿插、直接仿擬

騷體和變化騷體形成特殊格式三種類型，以下簡述之。 

 

1. 「騷體句」的穿插 

 

    唐人騷體表現的方式很多，有一些詩作用偶兮字，但只是語勢上需要或轉換，

如李泌〈長歌行〉： 

  

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

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千生氣志是良圖。

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全唐詩》卷 109，頁 262) 

 

詩中「一丈夫」下用頂真句法，以「一丈夫兮一丈夫」來加強感嘆的語勢，這類

作品並不是十分完整的騷體或特地改造騷體為己用。不過這類詩作非常豐富，仔

細分別，可發現有三種用法，用於詩首、用於詩中和用於詩末三種情況。用於全

詩之首者如： 

  

金莖孤峙兮凌紫煙，漢宮美人望杳然。通天臺上月初出，承露盤中珠正圓。

珠可飲，壽可永。武皇南面曙欲分，從空下來玉杯冷。世間綵翠亦作囊，

八月一日仙人方。仙方稱上藥，靜者服之常綽約。柏梁沈飲自傷神，猶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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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顏七十春。乃知甘醲皆是腐腸物，獨有淡泊之水能益人。千載金盤竟何

處，當時鑄金恐不固。蔓草生來春復秋，碧天何言空墜露。(韋應物〈漢

武帝雜歌〉，三首之二〉(《全唐詩》卷 195，頁 456) 

 

用首句「金莖孤峙兮凌紫煙」來營造遙遠浩渺的漢代情意，透過連結「武帝」楚

聲的創作傳統來表現相關主題，是騷體詩句的特殊運用。用於詩歌中段則如李白

名篇〈遠別離〉：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

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

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雲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

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

墳竟何是。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

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全唐詩》卷 165，頁 383) 

 

此篇在主題上類似〈九歌〉，詩中騷句語非騷句錯雜使用，主要以「三兮三」的

「橘頌體」為用，李白最善用「缺乏既定格式」的錯亂感和傳說主題形成強烈而

迷幻的意境，此類「騷體句」正有助於他這種迷離詩境的創造。用於詩末者如：

岑參〈秦箏歌送外甥蕭正歸京〉： 

 

汝不聞秦箏聲最苦，五色纏弦十三柱。怨調慢聲如欲語，一曲未終日移午。

紅亭水木不知暑，忽彈黃鐘和白紵。清風颯來雲不去，聞之酒醒淚如雨。

汝歸秦兮彈秦聲，秦聲悲兮聊送汝。(《全唐詩》卷 199，頁 467) 

 

這類作品類似前述南朝小賦在賦末乎用兮字亂曰來結尾的情韻，此篇前八句意態

以盡，篇末忽出二句騷句「汝歸秦兮彈秦聲，秦聲悲兮聊送汝」再發喟嘆，增添

了強烈的情感。 

 

    以上幾種類型，可以視作唐人對騷體的活用，結合題材，營造想像和加強情

感這些作用，顯見騷體句式在唐詩中的價值。尤其可注意者，「三兮三」的「橘

頌體」最近於唐詩七言句法，因此運用較多。 

 

2. 全篇直接仿擬騷體 

 

    唐詩中除了偶藉騷體句以成全詩意，亦有全篇仿騷體者；這類作品中，有些

在詩歌題目上已明確點出「騷體」或「楚辭」，如： 

  

夫何秋夜之無情兮，皎皛悠悠而太長。圜戶杳其幽邃兮，愁人披此嚴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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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河漢之西落，聞鴻雁之南翔。山有桂兮桂有芳，心思君兮君不將。憂與

憂兮相積，歡與歡兮兩忘。風嫋嫋兮木紛紛，凋綠葉兮吹白雲。寸步千里

兮不相聞，思公子兮日將曛。林已暮兮鳥群飛，重門掩兮人徑稀。萬族皆

有所托兮，蹇獨淹留而不歸。(盧照鄰〈獄中學騷體〉) 

      

黯離堂兮日晚，儼壺觴兮送遠。遠水霽兮微明，杜蘅秀兮白芷生。波泫泫

兮煙冪冪，凝暮色於空碧。紛離念兮隨君，泝九江兮經七澤。君之去兮不

可留，五采裳兮木蘭舟。(權德輿〈雜言同用離騷體送張評事襄陽覲省〉，

《全唐詩》卷 325，頁 804) 

 

盧照鄰的作品，包括了「六兮六」和「三兮三」的句法；權德輿則在前半段用近

於〈離騷〉的「三兮二」，後半段用近於〈橘頌〉的「三兮三」，因此他特地標出

「雜言」，也可以說是一種形式的再創造。這兩篇作品都表達幽怨哀情，也帶又

六朝騷體小賦的特色。 

    唐人尚有不少雖詩題雖無說明騷體，但全篇用騷的作品： 

     

聊上君兮高樓，飛甍鱗次兮在下。俯十二兮通衢，綠槐參差兮車馬。 

卻瞻兮龍首，前眺兮宜春。王畿鬱兮千里，山河壯兮咸秦。 

舍人下兮青宮，據胡床兮書空。執戟疲於下位，老夫好隱兮牆東。 

亦幸有張伯英草聖兮龍騰虯躍，擺長雲兮捩迴風。 

琥珀酒兮彫胡飯，君不御兮日將晚。 

秋風兮吹衣，夕鳥兮爭返。孤砧發兮東城，林薄暮兮蟬聲遠。 

時不可兮再得，君何為兮偃蹇。(王維〈登樓歌〉，《全唐詩》卷 125，頁

290) 

 

浮漲湖兮莽迢遙，川后禮兮扈予橈。橫增沃兮蓬仙延，川后福兮易予舷。 

月澄凝兮明空波，星磊落兮耿秋河。夜既良兮酒且多，樂方作兮奈別何。 

            (蘇源明〈秋夜小洞庭離讌詩〉，《全唐詩》卷 255，頁 643) 

 

王為此篇除了一句「執戟疲於下位」沒有「兮」字，通篇用騷句，但他變化很多，

造成錯落參差之感；蘇源明則全用「三兮三」的句法做成完整的七言詩，且兩句

一韻，句句入韻，有漢人騷體詩的風味。如果說騷體的短詩或運用騷句以助語勢

的作法較近於六朝賦中用騷的傳統，則這類作品可能是直承漢代騷體而來，只是

經過唐人的轉換，更具有唐詩駢偶的樣態。 

 

3. 變化騷體形成特殊格式 

 

    除了上述兩種類型，最值得注意的是唐人將騷體變化而成其獨創類型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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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詩篇可是為唐人對騷體的新創造。以下舉其大者言之。 

 

(1) 盧鴻一〈嵩山十志〉
32

 

 

    盧鴻一為盛唐隱者，開元中召以建議大夫，固辭。詩只傳有〈嵩山十志〉，

內有〈草堂〉、〈倒景臺〉、〈樾館〉、〈枕煙庭〉、〈雲錦淙〉、〈期仙磴〉、〈滌煩磯〉、

〈冪翠庭〉、〈洞元室〉、〈金碧潭〉等十章。每一章皆有序，詩則以雜言騷體呈現，

每章九句，在第五句揭露所詠空間，如 

 

草堂者，蓋因自然之谿阜，前當墉洫，資人力之締構，後加茅茨，將以避

燥溼，成棟宇之用。昭簡易，碯乾坤之德，道可容膝休閒，谷神同道，此

其所貴也。及靡者居之，則妄為剪飾，失天理矣，詞曰： 

山為宅兮草為堂，芝蘭兮葯房。羅蘼蕪兮拍薜荔，荃壁兮蘭砌。 

蘼蕪薜荔兮成草堂，陰陰邃兮馥馥香。中有人兮信宜常，讀金書兮飲玉漿。 

童顏幽操兮不易長。(草堂) 

 

枕煙庭者，蓋特峰秀起，意若枕煙，祕庭凝虛，窅若仙會，即楊雄所謂爰

靜神游之庭是也，可以超絕紛世，永潔精神矣。及機士登焉，則寥闃戃恍，

愁懷情累矣，詞曰： 

臨泱漭兮背青熒，吐雲煙兮合窅冥。怳欻翕兮沓幽靄，意縹緲兮群仙會。 

窅冥仙會兮枕庭煙，竦魂形兮凝視聽。聞夫至誠必感兮祈此巔，潔顥氣、

養丹田，終彷象兮覯靈仙。(枕庭煙) 

 

洞元室者，蓋因巖作室，即理談玄，室返自然，元斯洞矣。及邪者居之，

則假容竊次，妄作虛誕，竟以盜言，詞曰。 

嵐氣肅兮巖翠冥，空陰虛兮戶芳迎。披蕙帳兮促蘿筵，談空空兮覈元元。 

蕙帳蘿筵兮洞元室，祕而幽兮真可吉。返自然兮道可冥，澤妙思兮草玄經。 

結幽門兮在黃庭。(洞元室) 

 

(2) 蕭穎士〈有竹〉
33

 

 

    蕭穎士為盛唐時人，開元中對策第一。其存詩不多，仿古特色明顯，〈江有

楓〉、〈菊榮〉、〈涼雨〉、〈有竹〉、〈江有歸舟〉等篇仿《詩經》，四言為體，有短

序言其梗概。〈有竹〉一篇分七章： 

 

有竹，懿李新後閤而宴親友也。 

                                                      
32 《全唐詩》，卷 123，頁 281-282。 
33 《全唐詩》，卷 154，頁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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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竹斯竿，于閣之前。君子秉心，惟其貞堅兮。 

有竿斯竹，于閣之側。君子秉操，惟其正直兮。 

彼蔚者竹，蕭其森矣。有開者閤，宛其深矣。迴簷幽砌，如翼如齒。 

冬之宵，霰雪斯瀌。我有金爐，飊其以歊。 

夏之日，炎景斯鬱。我有珍簟，淒其以栗。 

彼紛者務，體其豫矣。有旨者酒，歡其且矣。友僚萃止，跗萼載韡。 

彼美公之姓兮，那歟應積慶兮。期子惟去之柄兮。 

 

蕭穎士〈有竹〉「兮」字皆見於句末，第一二首較近於《詩經》之〈緇衣〉；契七

首則近乎〈九罭〉。其作和楚辭關係較為疏遠。 
 

(3) 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34

 

 

    杜甫詩中用「兮」字的不少，如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

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歎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

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濤鼓枻白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拔劍或與蛟龍爭。

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

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峰。噫！風塵澒洞兮豺虎咬人，

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全唐詩》，卷 220，頁 525) 

 

此詩前半段為整齊的七言，到「重為告曰」一段忽告體，轉用騷體說話，表現出

搖曳的姿態。但杜甫最著名的騷體作品為：〈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此詩

七章，前六句為整齊七言，第七句為呼告體：「嗚呼！□歌兮歌已○」，如：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 

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

來。 

 

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為命。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 

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鄰里為我色惆

悵。 

 

(4) 元結〈二風詩〉、〈補樂歌〉、〈引極〉、〈演興〉
35

 

 

                                                      
34 《全唐詩》，卷 218，頁 520。 
35 《全唐詩》，卷 240，頁 60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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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結是唐代運用騷體最多的詩人，這個特色很容易和他力主復古的思想傾向

相結合。他的〈二風詩〉分為〈治風〉、〈亂風〉各五篇，其序曰： 

 

天寶丁亥中，元子以文辭待制闕下，著皇謨三篇，二風詩十篇，將欲求干

司匭氏以裨天監，會有司奏待制者悉去之，於是歸於州里。後三歲，以多

病習靜於商餘山，病間，遂題括存之，此亦古之賤士不忘盡臣之分耳，其

義有論訂之。 

 

此篇雖用騷句但多仿《詩經》，如： 

  

  古有仁帝，能全仁明以封天下，故為至仁之詩二章四韻十二句。 

猗皇至聖兮，至惠至仁。德施蘊蘊，蘊蘊如何？不全不缺，莫知所貺。 

猗皇至聖兮，至儉至明。化流瀛瀛，瀛瀛如何？不虢不赩，莫知其極。 

                              (〈二風詩•治風詩五篇•至仁〉) 

 

    元結又有〈補樂歌〉十章，其序曰： 

 

自伏羲氏至於殷室，凡十代。樂歌有其名，無其辭，考之傳記而義或存焉。

嗚呼，樂聲自太古始，百世之後，盡亡古音。嗚呼，樂歌自太古始，百世

之後，遂亡古辭。今國家追復純古，列祠往帝，歲時薦享，則必作樂，而

無雲門、咸池、韶、夏之聲，故探其名義以補之，誠不足全化金石，反正

宮羽，而或存之，猶乙乙冥冥，有純古之聲，豈幾乎司樂君子，道和焉爾。

凡十篇十有九章，各引其義以序之，命曰補樂歌。 

 

此篇序文可見元結敏而好古的心態，其詩云： 

 

    網罟，伏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伏羲能易人取禽獸之勞。凡二章，

章四句。 

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 

吾人苦兮，山幽幽。網罟設兮，山不幽。 

 

這類仿太古之作，應從先秦謠諺而來。此外，元結有〈引極〉三首： 

 

引極，興也，喻也。引之言演，極之言盡，演意盡物，引興極喻，故曰引

極。 

     思元極  

天曠莽兮杳泱茫，氣浩浩兮色蒼蒼。上何有兮人不測，積清寥兮成元極。 

彼元極兮靈且異，思一見兮藐難致。思不從兮空自傷，心慅銏兮意惶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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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假翼兮鸞鳳，乘長風兮上羾。揖元氣兮本深實，餐至和兮永終日。 

     望仙府  

山鑿落兮眇嶔岑，雲溶溶兮木棽棽。中何有兮人不睹，遠敧差兮閟仙府。 

彼仙府兮深且幽，望一至兮藐無由。望不從兮知如何，心混混兮意渾和。 

思假足兮虎豹，超阻絕兮凌趠。詣仙府兮從羽人，餌五靈兮保清真。 

     懷潛君  

海浩淼兮汩洪溶，流蘊蘊兮濤洶洶。下何有兮人不聞，深溢漭兮居潛君。 

彼潛君兮聖且神，思一見兮藐無因。思不從兮空踟躕，心回迷兮意縈紆。 

思假鱗兮鯤龍，激沆浪兮奔從。拜潛君兮索玄寶，佩元符兮軌皇道。 

 

此篇句句用「三兮三」的句式，和〈九歌〉類似。元結還有〈〈演興〉四首，其

序曰：「商餘山有太靈古祠，傅云豢龍氏祠大帝所立，祠在少餘西乳之下，邑人

修之以祈田，予因為招詞訟閔之文以演興。」全詩也充滿〈九歌〉的風味： 

 

招太靈兮山之巔，山屹屼兮水淪漣。祠之婾兮眇何年，木修修兮草鮮鮮。 

嗟魑魅兮淫厲，自古昔兮崇祭。禧太靈兮端清，予願致夫精誠。 

久�兮嫏嫏，招捃娒兮呼風。風之聲兮起飀飀，吹玄雲兮散而浮。 

望太靈兮儼而安，澹油溶兮都清閒。(招太靈) 

 

以上諸作，可見元結詩歌的獨特性，他的題材多屬擬古性質，因此「兮」字詩句

從《詩經》、謠諺及〈九歌〉變化而出，帶有古樸、神秘或近於宗教儀式的色彩，

可以視為他復古主張的確實表現。 

 

(5) 顧況〈上古之什補亡訓傳〉
36

 

 

    同樣懷有尚古風味的還有顧況，他的〈上古之什補亡訓傳〉總十三章，哀時

嘆世，風上憫下，屬於《詩經》之餘。如： 

 

持斧，啟戎士也，戎士伐松柏為蒸薪，孝子徘徊而作是詩。 

持斧持斧，無翦我松柏兮。柏下之土，藏吾親之體魄兮。 

 

蘇方，諷商胡舶之運蘇方，歲發扶南林邑，至齊國立盡。 

蘇方之赤，在胡之舶。其利乃博，我土曠兮。 

我居闐兮，我衣不白兮。朱紫爛兮，傳瑞瞱兮。 

相唐虞之維百兮。 

 

(6) 韓愈〈琴操〉十首37

 

                                                      
36 《全唐詩》，卷 264，頁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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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元結、顧況這類思維相同的創作還有韓愈的〈琴操〉十首，此時篇全仿古

人境遇，重為之言，如：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趙殺鳴犢。孔子臨河，歎而作歌曰：秋之水

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為斯。） 

秋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 

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 

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兮歸兮，無與石鬥兮， 

無應龍求。 

 

    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貍，不見其首作。 

有獸維貍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 

吉凶何為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識者其誰。 

 

《舊唐書•音樂志》：「彈琴家猶傳楚漢舊聲」，琴曲中本多「兮」字以傳古韻，

韓愈這十篇帶有兮字的〈琴操〉顯示仿擬這類作品而來。 

 

(7) 元稹〈有酒〉
38

 

 

    元稹〈有酒〉十章形式略仿杜甫〈同谷七歌〉，但其中又自有變化，每章體

例不一，如第四章： 

 

有酒有酒黯兮溟，仰天大呼兮。天漫漫兮高兮青，高兮漫兮吾孰知天否與

靈。取人之仰者，無乃在乎昭昭乎曰與夫日星。何三光之並照兮，奄雲雨

之冥冥。幽妖倏忽兮水怪族形，黿鼉岸走兮海若鬥鯨。河潰潰兮愈濁，濟

翻翻兮不寧。蛇噴雲而出穴，虎嘯風兮屢鳴。汙高巢而鳳去兮，溺厚地而

芝蘭以之不生。葵心傾兮何向，松影直而孰明。人懼愁兮戴榮，天寂默兮

無聲。鳴呼！天在雲之上兮，人在雲之下兮。又安能決雲而上征，鳴呼！

既上征之不可兮，我奈何兮杯復傾。 

 

又如第八章： 

 

有酒有酒兮告臨江，風漫漫兮波長。渺渺兮注海，海蒼蒼兮路茫茫。彼萬

                                                                                                                                                        
37 《全唐詩》，卷 336，頁 829。 
38 《全唐詩》，卷 420，頁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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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之混入兮，又安能分若畎澮淮河與夫岷吳之巨江。味作鹹而若一，雖甘

淡兮誰謂爾為良。濟涓涓而縷貫，將奈何兮萬里之渾黃。鯨歸穴兮渤溢，

鰲載山兮低昂。陰火然兮眾族沸渭，颶風作兮晝夜猖狂。顧千珍與萬怪兮，

皆委潤而深藏。信天地之瀦蓄兮，我可奈何兮一杯又進兮包大荒。 

 

元稹才思豐富，相當大膽地連結了傳統騷體的句法，創造出感慨浩蕩的騷體詩。 

 

(8) 沈亞之〈湘中怨〉、〈文祝延〉
39

 

 

    沈亞之的騷體詩和神鬼祭祀有關，〈湘中怨〉一篇： 

 

湘中怨者，事本怪媚，為學者未嘗有述。然而淫溺之人，往往不寤。今欲

概其所論，以著誠而已。從生韋敖善撰樂府，故牽而廣之，以應其詠。 

 

隆佳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顧室荑與處萼兮，潛重房以飾姿。 

見稚態之韶羞兮，蒙長靄以為幃。醉融光兮渺渺瀰瀰，迷千里兮涵煙眉。 

晨陶陶兮暮熙熙，舞婑那之穠條兮。騁盈盈以披遲，酡遊顏兮倡蔓卉縠。 

流蒨霓兮石髮髓旎。（風光詞） 

 

泝青山兮江之隅，拖湘波兮褭綠裾。荷拳拳兮未舒，匪同歸兮將焉如。（汜

人歌，○亞之自撰解曰：垂拱年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

乘曉月，度洛橋。聞橋下有哭甚哀，生下馬。循聲索之，見一艷女。翳然蒙袖曰：

我孤養於兄。嫂惡，常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須臾。生曰：能逐我歸乎？應曰：

婢御無悔。遂載歸與居，號曰汜人。能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辯之書，亦常擬其

調。賦為怨句，其詞麗絕，世莫屬者，因撰風光詞。生居貧，汜人解篋，出輕綃

一端與賣，胡人酬之千金。居數歲，生游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湖中蛟宮之娣

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欲為訣耳，即相持啼泣。生留之不能，

竟去。後十餘年，生之兄為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

樂酣。生愁吟曰：情無垠兮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畫艫浮漾而來，

中為綵樓。高百餘尺，其上施帷帳。欄籠畫飾，帷褰。有彈弦鼓吹者，皆神仙蛾

眉，被服煙霓，裙袖皆廣尺。其中一人，起舞且歌，含嚬淒怨，形類汜人。舞畢，

斂袖，翔然凝望樓中，縱觀方怡。須臾，風濤崩怒，遂迷所在。元和十三年，余

聞之朋中，因悉補其詞，題之曰湘中怨，蓋欲使南昭嗣煙中志為偶倡也。）     

 

全篇根據「汜人」傳說而作，又有文祝延二闋： 

 

  文祝延之指，其本禱祠，閔人歌其質也。閔侯居政，民蔭而安。他日

                                                      
39 《全唐詩》卷 493，頁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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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恙在體，巷野之祈祀于神者，皆以請，侯益憂焉。後得間，而詞乃舒。

其俗以為言俚，不足自道。或謂軍副者能變風從律，善闡物志。因耆耋為

請，於是與文以通其意，且以古人之得人者皆祝延之。復用言，命為篇目，

其詞二。 

 

閩山之杭杭兮水堋堋，吞荒抱大兮香疊層。騰氣清渾兮朝昏，神生其中兮

宅幽凝。 

居如山兮惠如水，處端卓兮赴下而忘鄙。集人之祈兮從人之所市，攀清明

兮叩髣暤。 

我民清兮期吉日，願聽誠兮陳所當。侯臨我兮恩如光，照導兮天覆。 

惠流吾兮樂且康，恭聞侯兮飲食失常。民縈憂兮心苦瘡，飽我之飢兮侯由

有穀。 

神有澤兮宜蔭沃，脫侯之恙兮歸侯之多福。群卑勤之恭潔兮（一作潔恭），

鑒貞盟乎山竹。（右一闋為祈神。） 

 

兕載吹兮音咿咿，銅鐃呶兮睋呼矃睢。樟之蓋兮麓下，雲垂幄兮為帷。 

合吾民兮將安，維吾侯之康兮樂欣。肴盤列兮答神，神擺漁篁兮降拂窣窣。 

右持妓兮左夫人，態修邃兮佻眇。調丹含瓊兮瑳佳笑，馨炮羶燔兮溢按豆。 

爵盎無虛兮果摭雜佑，秋雲清醉兮流融光。巫裾旋兮覡袖翔，瞪虛凝兮覽

迴楊。 

語神歡兮酒雲央，望吾侯兮遵賞事。朝馬駕兮搦寶轡，千弭函弦兮森道騎。 

吾何樂兮神軒，維侯之康兮居遊自遂。（右一闋為酬神。）    

 

這兩篇全用騷體，呼應楚辭本有南國巫祀的文本性質。 

 

    唐人對騷體運用於詩中的情況蓋如前述，不過仔細區分，唐詩中帶有「兮」

字的詩，有些未必來自楚辭，其源頭可能是《詩經》或謠諺，也就是說，騷體詩，

是一個非常紛繁的概念，《詩經》、《楚辭》、先秦謠諺、漢代楚辭體詩歌、六朝賦

篇，都是他的源頭。同時從以上這些類型來看，唐人詩中出現「兮」字，皆有作

者主題上的考量，主要而言分為三類：復古的政治寄託、抒發自我幽情、表現神

異傳說或巫祀；「騷體詩」在唐代的多樣性於此可見。 

 

(二) 騷體的精神取向 

 

從內容與精神追求而論，唐代騷體可分為三個明顯的趨向：政治理想與復古

思潮、個人懷抱與生命追求、巫祀文化和民謠傳統。以下分述之。 

 

1. 政治理想與復古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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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述的類型中，有一類專仿《詩經》四言的作品，這些做多有濃厚的復古

意味；作者本身期待以詩濟世的政治理想也非常清晰。除了前文所舉，另如韓愈

的作品： 

 

馬厭穀兮，士不厭糠籺。土被文繡兮，士無短褐。 

彼其得志兮不我虞。一朝失志兮其何如。 

已焉哉，嗟嗟乎鄙夫。(馬厭穀，《全唐詩》，卷 337，頁 834) 

 

    此篇方世舉評曰：「按此〈三上宰相書〉不報時作，全用燕相語事」
40

；韓愈

用騷體，在形式上近於「五噫體」，此古拙而感慨，源於《詩經》，多用以表現政

治上的失落感慨，韓愈用此擬古的語調來抒發政治情懷，可視為韓愈在詩歌功能

及形式之理想型態上的明確實踐。 

    白居易在新樂府中也大量運用騷體，如：「蠻子朝，泛皮船兮渡繩橋，來自

巂州道路遙。入界先經蜀川過，蜀將收功先表賀。」(〈新樂府•蠻子朝〉)此詩

是「刺將驕而相備位也」；又如：「感人在近不在遠，太平由實非由聲。觀身理國

國可濟，君如心兮民如體。」(新樂府•驃國樂) ，此詩是「欲王化之先邇後遠

也」，此類作品偶用騷句，造成搖曳的韻味；另如〈李夫人〉一篇： 

 

夫人之魂在何許，香煙引到焚香處。既來何苦不須臾，縹緲悠揚還滅去。

去何速兮來何遲，是耶非耶兩不知。翠蛾彷彿平生貌，不似昭陽寢疾時。

魂之不來君心苦，魂之來兮君亦悲。背燈隔帳不得語，安用暫來還見違。

傷心不獨漢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全唐詩》，卷 427，頁 1048) 

 

此詩用漢武帝李夫人事以「鑒嬖惑也」，用騷體正符合照類神鬼題材。其他如〈驪

宮高〉、〈紫毫筆〉、〈黑潭龍〉等篇，皆用騷句穿插其中。也就是這類諷諫之作，

含有濃厚的政治情懷，用騷體或是繼承了屈原憂國屢諫的文學傳統。 

 

2. 個人懷抱與生命追求 

 

    騷體帶有強烈的士不遇情懷，同時有淋漓慷慨、懷憂牢騷的況味，因此不少

唐人騷體，乃表現個人出處境遇，或是生命理想的追求，如陳子昂〈春臺引•寒

食集畢錄事宅作〉 

 

感陽春兮生碧草之油油，懷宇宙以傷遠。登高臺而寫憂，遲美人兮不見。

                                                      
40 (唐)韓愈原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頁 40。

劉向〈新序〉中語：「兇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谷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全，

而君之臺觀，幃簾錦繡，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

士之所重，不亦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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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青歲之遂遒，從畢公以酣飲。寄林塘而一留，採芳蓀於北渚。 

憶桂樹於南州，何雲木之美麗。而池館之崇幽，星臺秀士，月旦諸子。 

嘉青鳥之辰，迎火龍之始，挾寶書與瑤瑟，芳蕙華而蘭靡。 

乃掩白蘋、藉綠芷，酒既醉，樂未已，擊青鐘，歌淥水； 

怨青春之萎絕，贈瑤臺之旖旎，願一見而道意，結眾芳之綢繆， 

曷余情之蕩漾，矚青雲以增愁。悵三山之飛鶴，憶海上之白鷗。 

重曰：群仙去兮青春頹，歲華歇兮黃鳥哀，富貴榮樂幾時兮，朱宮碧堂生

青苔，白雲兮歸來。(《全唐詩》卷 83，頁 214) 

 

此篇決似六朝小賦，在篇末以騷體詠歌作結。全篇描述陽春宴遊之美，以及生命

追尋、青春易逝的感嘆。又如王維〈送友人歸山歌〉 

 

山寂寂兮無人，又蒼蒼兮多木。群龍兮滿朝，君何為兮空谷。 

文寡和兮思深，道難知兮行獨。悅石上兮流泉，與松間兮草屋。 

入雲中兮養雞，上山頭兮抱犢。神與棗兮如瓜，虎賣杏兮收穀。 

愧不才兮妨賢，嫌既老兮貪祿。誓解印兮相從，何詹尹兮何卜。(《全唐

詩》，卷 125，頁 291) 

 

全篇句句用「兮」字，以「九歌體」抒發情志。全篇寫幽居山林之樂，盡言「解

印相從」的人生歸趨。本作無論在用詞與意象上皆有仿楚辭之痕跡，可說是直接

於楚辭的唐代作品。 

    又如劉長卿〈登吳古城歌〉： 

 

登古城兮思古人，感賢達兮同埃塵。望平原兮寄遠目，歎姑蘇兮聚麋鹿。

黃池高會事未終，滄海橫流人蕩覆。伍員殺身誰不冤，竟看墓樹如所言。

越王嘗膽安可敵，遠取石田何所益。一朝空謝會稽人，萬古猶傷甬東客。

黍離離兮城坡坨，牛羊踐兮牧豎歌。野無人兮秋草綠，園為墟兮古木多。

白楊蕭蕭悲故柯，黃雀啾啾爭晚禾。荒阡斷兮誰重過，孤舟逝兮愁若何。

天寒日暮江楓落，葉去辭風水自波。(《全唐詩》卷 151，頁 359) 

 

此篇穿插「三兮三」的「橘頌體」，懷古感嘆，寄寓人生無憑的感懷。而岑參〈優

缽羅花歌〉，則通物象向來抒發自己的用事之志： 

 

白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花人不識，綠莖碧葉好顏色。 

葉六瓣，花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何不生彼中國兮生西方。 

移根在庭，媚我公堂。恥與眾草之為伍，何亭亭而獨芳。 

何不為人之所賞兮，深山窮谷委嚴霜。 

吾竊悲陽關道路長，曾不得獻於君王。(《全唐詩》卷 199，頁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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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晚唐，陸龜蒙〈賡歌〉：「采江之魚兮，朝船有鱸。采江之蔬兮，暮筐有蒲。

左圖且書，右琴與壺。壽歟夭歟，貴歟賤歟。」(《全唐詩》卷 621，頁 1570)和

〈小雞山樵人歌〉：「長其船兮利其斧，輸予薪兮勿予侮。田予登兮穀予庾，突晨

煙兮蓬縷縷。窗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伍。時不用兮吾無汝撫。」(全

唐詩》卷 621，頁 1571)皆寄寓於時無用、飄然世外的隱逸之情。 

    此外，亦有某種宗教性的覺悟感懷之描寫，如貫休〈鼓腹曲〉： 

   

我昔不幸兮遭百罹，蒼蒼留我兮到好時。 

耳聞鐘鼓兮生豐肌，白髮卻黑兮自不知。 

東鄰老人好吹笛，倉囤峨峨穀多赤。 

餅紅蝦兮析麋腊，有酒如濁醯兮呼我喫。 

往往醉倒潢洿之水邊兮人盡識，孰云六五帝兮四三皇。 

如夔如龍羞如龔黃，吾不知此之言兮是何之言兮。(《全唐詩》卷 827，

頁 2027) 

 

    以上諸作，可見騷體在士不遇、隱逸或感慨生命之逝等主題上的運用，隱然

含有對屈騷精神的呼應。 

 

3. 巫祀文化和民謠傳統 

 

    騷體本和南方信仰、楚吳祭祀和民間歌謠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唐人亦有不少

仿效這類祀歌祭詞的作品皆用騷體，以下略舉數例： 

 

坎坎擊鼓，魚山之下。吹洞簫，望極浦。女巫進，紛屢舞。陳瑤席，湛清

酤。風淒淒兮夜雨，不知神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苦復苦。(王維〈魚山

神女祠歌，二首之一：迎神〉) 

紛進舞兮堂前，目眷眷兮瓊筵。來不言兮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

管兮思繁弦，神之駕兮儼欲旋。倏雲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潺湲。(王維

〈魚山神女祠歌〉，二首之二：送神，《全唐詩》卷 125，頁 291) 

 

潔眼朝上清，綠景開紫霞。皇皇紫微君，左右皆靈娥。曼聲流睇，和清歌

些。至陽無諼，其樂多些。旌蓋颯沓，簫鼓和些。金鳳玉麟，鬱駢羅些。

反風名香，香氣遐些。瓊田瑤草，壽無涯些。君著玉衣，升玉車些。欲降

瓊宮，玉女家些。其桃千年，始著花些。蕭寥天清而滅雲，目瓊瓊兮情感。

珮隨香兮夜聞，肅肅兮愔愔。啟天和兮洞靈心，和為丹兮雲為馬。君乘之

觴于瑤池之上兮，三光羅列而在下。(顧況〈朝上清歌〉，《全唐詩》卷 265，

頁 66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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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日兮臨水，沐青蘭兮白芷。假山鬼兮請東皇，託靈均兮邀帝子。吹參差

兮正苦，舞婆娑兮未已。鸞旌圓蓋望欲來，山雨霏霏江浪起。神既降兮我

獨知，目成再拜為陳詞。(司空曙〈迎神〉，《全唐詩》，卷 293，頁 737) 

 

江霜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落寒。鷗巢卑兮漁箔短，遠岸沒兮光爛爛。

潮之德兮無際，既充其大兮又充其細。密幽人兮款柴門，寂寞流連兮依稀

舊痕。濡腴澤槁兮潮之恩，不屍其功兮歸於混元。(陸龜蒙〈迎潮送潮辭：

迎潮〉，) 

潮西來兮又東下，日染中流兮紅灑灑。汀葭蒼兮嶼蓼枯，風騷牢兮愁煙孤。

大幾望兮微將晦翳，睨瀛溶兮斂然而退。愛長波兮數數，一幅巾兮無纓可

濯。帆生塵兮楫有衣，悵潮之還兮吾猶未歸。(陸龜蒙〈迎潮送潮辭：送

潮〉《全唐詩》，卷 621，頁 1571) 

 

昧天道兮有無，聽汨渚兮躊躇。期靈均兮若存，問神理兮何如。願君精兮

為月，出孤影兮示予。天獨何兮有君，君在萬兮不群。既冰心兮皎潔，上

問天兮胡不聞。天不聞，神莫睹。若雲冥冥兮雷霆怒，蕭條杳眇餘草莽。

古山春兮為誰，今猿哀兮何思。風激烈兮楚竹死，國殤人悲兮雨颸颸，雨

颸颸君時望君時。光茫蕩漾兮化為水，萬古忠貞兮徒爾為。(皎然〈弔靈

均詞〉，《全唐詩》卷 821，頁 2013) 

 

農舍田頭鼓，王孫筵上鼓。擊鼓兮皆為鼓，一何樂兮一何苦。 

上有烈日，下有焦土。願我天翁，降之以雨。 

令桑麻熟，倉箱富。不飢不寒，上下一般。(可朋〈耕田鼓詩〉，《全唐詩》

卷 849，頁 2083) 

 

這類作品可分二類，一是仿民間祭祀歌謠，如〈迎神〉、〈送神〉之類；另一則是

郊廟或吊古之作，這些作品反映了唐人騷體接近宗教儀式及民間傳統的創作精神，

其形式乃延續了南國就有傳統而加以變化。 

    除了以上這類品，還有一些純擬古的詩篇，如劉商作的〈胡笳十八拍〉： 

 

漢室將衰兮四夷不賓，動干戈兮征戰頻。哀哀父母生育我，見離亂兮當此

辰。紗窗對鏡未經事，將謂珠簾能蔽身。一朝胡騎入中國，蒼黃處處逢胡

人。忽將薄命委鋒鏑，可惜紅顏隨虜塵。(第一拍，《全唐詩》卷 303，頁

764) 

 

又或在傳奇小說中，亦偶見騷體的詩篇，如〈柳毅傳〉中洞庭龍君宴柳毅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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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牆，雷霆

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永言慚愧兮何時忘。 

 

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

滿鬢兮雨雪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 

 

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嗟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

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君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

綢繆。(洞庭龍君〈宴柳毅詩〉，《全唐詩》卷 864，頁 2115)      

 

 
五  結論 
 
    騷體在中國文學上淵遠流長，具有特定的內容、形式和美學指向，過去學界

多著重於六朝詩賦騷體的探討，唐人騷體詩的研究成果並不多。本文認為騷體詩，

興於先秦、盛於西漢，衰於六朝，又於唐代復興，其變化過程有其特定的文學史

意義。 
    六朝詩裡已難見帶「兮」字的騷體詩，但是在賦中，尤其是賦中的引歌或賦

末的繫辭，卻有許多以騷體表現的作品；因此唐代騷體詩的復興，在文體學的意

義上，除了對先秦兩漢作品的追溯，「詩賦合流」的影響亦不能排除，六朝賦的

繫詩往往就是排除了事件、描寫後的抒情展演，而唐人的騷體詩也有這樣的情

形。 
    但唐代的騷體詩復興除了在形式淵源上有擬古傾向，屈騷精神的發揚，和南

方地理與貶謫流放的政治也有密切的關係，因此代表南方文傳統及怨悱傳統的騷

體文學，深深契合唐代的政治情境，水鄉行旅、南國遠謫，民間文化和歷史傳統

結合詩人幽怨心志，在詩歌大盛的時代，「騷」與「詩」再度結合，「騷體詩」成

為唐代創作中不可忽視的文學景觀，蘊含了政治、文化、地理、文學創作等多層

面的因素。 
    唐人騷體詩運用廣泛，有一首中單句用騷者，亦有全篇用騷者；性形式的表

變上，有追隨《詩經》、〈五噫〉的句末用「兮」體；亦有學習「四兮四」的「橘

頌體」及句句用兮的「九歌體」，同時施用於篇首、篇中和篇末亦有不同的效果。

而在內容上，政治理想、個人懷抱和民間祭祀這些內容，則為騷體詩的主體；同

時不可否認，騷體詩和賦古傾向有著密切的關係，從初唐的陳子昂、盛唐的王維、

李白、杜甫和元結，至於中唐的韓愈、白居易，晚唐的陸龜蒙，這些帶有復古意

識，以及認為詩歌應走向表現社會、介入政治的詩人，在騷體詩的創作上有較為

明顯的表現，這或也可以說是對屈原精神的另一種學習和致敬。 

    騷體詩在唐代不僅是詩人獨有的創作傾向，同時反映了唐詩裡的許多文化及

現實面貌，同時也具有詩人各自的精神傾向，王維學〈招隱〉以寫幽棲理想、韓



26 
 

愈學〈五噫〉表達政治挫折、元結大量製作呈現其古澹的追求、杜甫變化各體表

現多元的遭遇實況，都為騷體詩的內涵及運運開啟了新的想像。至於模仿民間的

祭祀風情，或是在傳奇小說中穿插以曾潤其色，都表現了唐人騷體詩的多元風

貌。 

    詩中帶有「兮」字的詩歌不僅是一種形式，而且應是一個文化象徵、一種藝

術概念，和一個創作傳統的延續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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