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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山林山林山林與仕宦與仕宦與仕宦與仕宦之間之間之間之間----唐代士人的旅遊唐代士人的旅遊唐代士人的旅遊唐代士人的旅遊書寫書寫書寫書寫

主持人：耿立群組長
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

主講人：陳登武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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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綱要內容綱要內容綱要內容綱要----1111

五五五五、、、、山林與仕宦山林與仕宦山林與仕宦山林與仕宦（（（（二二二二）：）：）：）：杜甫杜甫杜甫杜甫

四四四四、、、、山林與仕宦山林與仕宦山林與仕宦山林與仕宦（（（（一一一一）：）：）：）：李白李白李白李白

三三三三、、、、士人士人士人士人心靈的故鄉心靈的故鄉心靈的故鄉心靈的故鄉：：：：士大夫的長安士大夫的長安士大夫的長安士大夫的長安意象意象意象意象

二二二二、、、、從從從從流行音樂中的流行音樂中的流行音樂中的流行音樂中的「「「「台北台北台北台北」」」」意象意象意象意象談起談起談起談起

一一一一、、、、解題解題解題解題：：：：山林山林山林山林‧‧‧‧仕宦仕宦仕宦仕宦‧‧‧‧旅遊旅遊旅遊旅遊

六六六六、、、、山林與仕宦山林與仕宦山林與仕宦山林與仕宦（（（（三三三三）：）：）：）：柳宗元柳宗元柳宗元柳宗元

七七七七、、、、山林山林山林山林與仕宦與仕宦與仕宦與仕宦（（（（四四四四）：）：）：）：劉禹錫劉禹錫劉禹錫劉禹錫

九九九九、、、、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八八八八、、、、山林與仕宦山林與仕宦山林與仕宦山林與仕宦（（（（五五五五）：）：）：）：白居易白居易白居易白居易

• 一一一一、、、、解題解題解題解題
• 山林山林山林山林
• 仕宦仕宦仕宦仕宦
• 旅遊書寫旅遊書寫旅遊書寫旅遊書寫

• 唐代唐代唐代唐代：：：：本演講主要集中談中晚唐的士人本演講主要集中談中晚唐的士人本演講主要集中談中晚唐的士人本演講主要集中談中晚唐的士人。。。。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 生命生命生命生命的困境與的困境與的困境與的困境與出路出路出路出路

• 宗教情懷與宗教情懷與宗教情懷與宗教情懷與心靈心靈心靈心靈趨向趨向趨向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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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從流行音樂中的從流行音樂中的從流行音樂中的從流行音樂中的「「「「台北台北台北台北」」」」意象意象意象意象談起談起談起談起

田莊兄哥田莊兄哥田莊兄哥田莊兄哥

孤女的孤女的孤女的孤女的願望願望願望願望

鹿港鹿港鹿港鹿港小鎮小鎮小鎮小鎮

向前向前向前向前行行行行

• 田莊兄哥田莊兄哥田莊兄哥田莊兄哥（1964） 歌手：黃西田 作詞：

• 喔～不願擱鼻田莊土味不願擱鼻田莊土味不願擱鼻田莊土味不願擱鼻田莊土味 所以要來再會啦所以要來再會啦所以要來再會啦所以要來再會啦
• 趁著機會趁著機會 火車載阮要去喲
• 總是交代彼個心愛的小姑娘彼個心愛的小姑娘彼個心愛的小姑娘彼個心愛的小姑娘 叫伊免耽憂
• 來去都市若賺有錢來去都市若賺有錢來去都市若賺有錢來去都市若賺有錢 我會返來我會返來我會返來我會返來喲喲喲喲……………………

• 喔～不願擱騎犁田水牛不願擱騎犁田水牛不願擱騎犁田水牛不願擱騎犁田水牛 所以要來再會啦所以要來再會啦所以要來再會啦所以要來再會啦
• 趁著機會趁著機會 火車載阮要去喲
• 想起小姑娘的迷人紅嘴唇 一時心憂悶
• 為著將來你咱為著將來你咱為著將來你咱為著將來你咱幸福幸福幸福幸福 暫時忍耐喲……

• 喔～不願擱聽水蛙咯咯不願擱聽水蛙咯咯不願擱聽水蛙咯咯不願擱聽水蛙咯咯 所以暫時再會啦所以暫時再會啦所以暫時再會啦所以暫時再會啦
• 趁著機會趁著機會 火車載阮要去喲
• 最好你我暝日身體若平安 我不驚艱難
• 那有時間一定寫批 安慰著你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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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女的願望孤女的願望孤女的願望孤女的願望 作詞：葉俊麟 曲：米山正夫 原唱：陳芬蘭

• 請借問播田的田庄阿伯啊請借問播田的田庄阿伯啊請借問播田的田庄阿伯啊請借問播田的田庄阿伯啊
• 人塊講繁華都市台北對叼去人塊講繁華都市台北對叼去人塊講繁華都市台北對叼去人塊講繁華都市台北對叼去 阮就是無依偎可憐的女兒
• 自細漢著來離開父母的身邊 雖然無人替阮安排將來代誌
• 阮想要來去都市做著女工渡日子 也通來安慰自己心內的稀微
• 請借問路邊的賣煙阿姐啊
• 人塊講對面彼間工廠是不是貼告示要用人人塊講對面彼間工廠是不是貼告示要用人人塊講對面彼間工廠是不是貼告示要用人人塊講對面彼間工廠是不是貼告示要用人 阮想要來去
• 我看你猶原不是幸福的女兒 雖然無人替咱安排將來代誌
• 在世間總是著要自己打算才合理 青春是不通耽誤人生的真義
• 請借問門頭的辦公阿伯啊
• 人塊講這間工廠有要採用人 阮雖然也少年攏不知半項
• 同情我地頭生疏以外無希望 假使少錢也著忍耐三冬五冬
• 為將來為著為將來為著為將來為著為將來為著幸福幸福幸福幸福甘願受苦來活動甘願受苦來活動甘願受苦來活動甘願受苦來活動 有一日總會得著心情的輕鬆

• 鹿港小鎮鹿港小鎮鹿港小鎮鹿港小鎮 作詞、作曲：羅大佑 /編曲：山崎稔

• 假如你先生來自鹿港小鎮 請問你是否看見我的爹娘
• 我家就住在媽祖廟的後面 賣著香火的那家小雜貨店
• 假如你先生來自鹿港小鎮 請問你是否看見我的愛人請問你是否看見我的愛人請問你是否看見我的愛人請問你是否看見我的愛人
• 想當年我離家時她一十八想當年我離家時她一十八想當年我離家時她一十八想當年我離家時她一十八 有一顆善良的心和一卷長髮有一顆善良的心和一卷長髮有一顆善良的心和一卷長髮有一顆善良的心和一卷長髮
• 台北不是我的家台北不是我的家台北不是我的家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 鹿港的街道 鹿港的漁村 媽祖廟裡燒香的人們
•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 鹿港的清晨 鹿港的黃昏 徘徊在文明裡的人們
• 假如你先生回到鹿港小鎮 請問你是否告訴我的爹娘
• 台北不是我想像的黃金天堂台北不是我想像的黃金天堂台北不是我想像的黃金天堂台北不是我想像的黃金天堂 都市裡沒有當初我的夢想都市裡沒有當初我的夢想都市裡沒有當初我的夢想都市裡沒有當初我的夢想
• 在夢裡我再度回到鹿港小鎮在夢裡我再度回到鹿港小鎮在夢裡我再度回到鹿港小鎮在夢裡我再度回到鹿港小鎮 廟裡膜拜的人們依然虔誠廟裡膜拜的人們依然虔誠廟裡膜拜的人們依然虔誠廟裡膜拜的人們依然虔誠
• 歲月掩不住爹娘純樸的笑容歲月掩不住爹娘純樸的笑容歲月掩不住爹娘純樸的笑容歲月掩不住爹娘純樸的笑容 夢中的姑娘依然長髮迎空夢中的姑娘依然長髮迎空夢中的姑娘依然長髮迎空夢中的姑娘依然長髮迎空
•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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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走向前走向前走向前走 作詞：林強 作曲：林強

•火車漸漸在起走 再會我的故鄉和親戚
親愛的父母再會吧 到陣的朋友告辭啦
阮欲來去台北打拼阮欲來去台北打拼阮欲來去台北打拼阮欲來去台北打拼 聽人講啥物好空的攏在那聽人講啥物好空的攏在那聽人講啥物好空的攏在那聽人講啥物好空的攏在那
……

•卡早聽人唱台北不是我的家台北不是我的家台北不是我的家台北不是我的家但是我一點攏無感覺
OH!再會吧! OH!啥物攏不驚
OH!再會吧! OH!向前走

• 三三三三、、、、士人士人士人士人心靈心靈心靈心靈的故鄉的故鄉的故鄉的故鄉：：：：士大夫士大夫士大夫士大夫的長安的長安的長安的長安意象意象意象意象

•登觀音臺望城 白居易

百千家似圍棋局 十二街如種菜畦(ㄨㄚ)。

遙認微微入朝火 一條星宿五門西。

•長安秋夜 李德裕

內官傳詔問戎機 載筆金鑾夜始歸

萬戶千門皆寂寂 月中清露點朝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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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選舉典‧雜議論》：

開元時左監門衛錄事參軍劉秩言：

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里閭無豪族，井邑無
衣冠，人不土著，萃處京畿。

《舊唐書‧魏玄同傳》：

至乃為人擇官為人擇官為人擇官為人擇官，，，，為身擇利為身擇利為身擇利為身擇利，，，，顧親疏而下筆顧親疏而下筆顧親疏而下筆顧親疏而下筆，，，，看勢要以措情看勢要以措情看勢要以措情看勢要以措情。。。。
悠悠風塵悠悠風塵悠悠風塵悠悠風塵，，，，此焉奔競此焉奔競此焉奔競此焉奔競；；；；擾擾宦遊擾擾宦遊擾擾宦遊擾擾宦遊，，，，同乎市井同乎市井同乎市井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厚貌深厚貌深厚貌深
衷衷衷衷，，，，險如谿壑險如谿壑險如谿壑險如谿壑，，，，擇言觀行擇言觀行擇言觀行擇言觀行，，，，猶懼不周猶懼不周猶懼不周猶懼不周。。。。今使今使今使今使百行九能百行九能百行九能百行九能，，，，折折折折
之於一面之於一面之於一面之於一面；；；；具寮庶品具寮庶品具寮庶品具寮庶品，，，，專斷於一司專斷於一司專斷於一司專斷於一司，不亦難矣？（根本無
法好好評價一個士人，例如：「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曲
之譽」相違----《舊唐書‧薛登傳》薛登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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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唐書‧高郢傳》：
時應進士舉者應進士舉者應進士舉者應進士舉者，，，，多務朋游多務朋游多務朋游多務朋游，，，，馳逐聲名馳逐聲名馳逐聲名馳逐聲名；；；；

每每每每歲冬歲冬歲冬歲冬，，，，州府薦送後州府薦送後州府薦送後州府薦送後，，，，唯追奉讌集唯追奉讌集唯追奉讌集唯追奉讌集，，，，罕罕罕罕

肄肄肄肄其業其業其業其業。。。。（（（（高高高高））））郢性剛正，尤嫉其風，既

領職，拒絕請託，雖同列通熟，無敢言

者。

交遊交遊交遊交遊權貴與干謁權貴與干謁權貴與干謁權貴與干謁仕進仕進仕進仕進

• 近試上張籍水部（一作閨意獻張水部） 朱慶餘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

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 張籍酬朱慶餘

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沉吟。

齊紈未足時人貴，一曲菱歌敵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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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註1：朱慶餘後來在唐敬宗寶歷二年（826）考取進士。

補註2：

節節節節婦吟婦吟婦吟婦吟寄東平李司空師道 張籍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

感君纏綿意，擊在紅羅襦。

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

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

• 早早早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

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囀流鶯繞建章。

劍珮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

共沐恩波鳳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

‧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王維

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

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

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

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向鳳池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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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胡餅與楊萬州 白居易

胡麻餅樣學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爐。

寄與飢饞楊大使，嘗看得似輔興無。

• 胡麻餅 白居易

胡麻油香復酥蘸(ㄓㄢˋ)，行人爐前頻相看。

香山曾寄楊萬州，一思一念到長安。

•四四四四、、、、山林與仕宦山林與仕宦山林與仕宦山林與仕宦（（（（一一一一）：）：）：）：李白李白李白李白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號青蓮居士，
劍南道綿州昌隆縣（今四川省江油）人，自言祖
籍隴西成紀（今甘肅省天水市秦安縣），另有學
者考證李白出生於吉爾吉斯碎葉河上的碎葉城，
屬唐安西都護府（今楚河州托克馬克市）。有
「詩仙」、「詩俠」、「酒仙」、「謫仙人」等
稱呼，是盛唐最傑出的詩人。李白與杜甫合稱
「李杜」。被賀知章稱之為天上謫仙。唐文宗御
封李白的詩歌、裴旻的劍舞、張旭的草書稱為
「三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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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作品想像豐富，浪漫奔放，意境獨特，才
華洋溢；詩句行雲流水，自然天成。李白詩篇傳
誦千年，眾多詩句已成經典，例如「抽刀斷水水
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有《李太白集》傳世。
杜甫曾經這樣評價過李白的文章：「筆落驚風雨，
詩成泣鬼神」、「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

•唐肅宗至德二載（756）二月，江淮兵馬
都督永王李璘（玄宗第16子）奉唐玄宗之命並獲
得肅宗認可率水軍自江陵（今湖北荊州）沿長江
下揚州（廣陵，今江蘇揚州）渡海取幽州（今北京），
至潤州（丹陽郡，今江蘇鎮江）時，被唐肅宗宣佈為
「叛逆」加以鎮壓。當時擔任永王璘江淮
兵馬都督從事的李白，因而被視為「從
逆」，開始他的貶逐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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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登金陵鳳凰臺〉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李白〈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

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

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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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路難三首（之一）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
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
閑來垂釣碧溪上，忽複乘舟夢日邊。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
•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
•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
•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
•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峰長，
•銀河倒掛三石樑，香爐瀑布遙相望，
•回崖遝嶂淩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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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頁）

•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
•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好為廬山謠，興因廬山發。
•閑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
•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
•遙見仙人彩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
•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

• 望廬山瀑布二望廬山瀑布二望廬山瀑布二望廬山瀑布二首首首首之之之之二

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

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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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山林山林山林山林與仕宦與仕宦與仕宦與仕宦（（（（二二二二））））：杜甫杜甫杜甫杜甫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號少陵野老，
又號杜陵布衣，所著唐詩以社會寫實聞名。河南
鞏縣（今河南省鞏義市）人。祖籍湖北襄陽（今
湖北省襄陽市）。因其曾任左拾遺、檢校工部員
外郎，因此後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又稱杜少
陵、杜草堂。杜甫與李白合稱「李杜」。杜甫在
中國古典詩歌中影響非常深遠，後人稱為「詩
聖」。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
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雖然在世時
名聲並不顯赫，但在身後，杜甫的作品最終對中
國文學和日本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約1500
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作品集為《杜工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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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與肅宗朝宰相房琯頗有交情。房琯因故遭肅
宗罷黜；杜甫在房琯罷相後數次上書皇帝，為房
琯辯護，因而也遭到貶官，並展開他流離的宦游
人生，同時也留下許多旅遊書寫的千古佳作。

• 望嶽望嶽望嶽望嶽（（（（東嶽泰山東嶽泰山東嶽泰山東嶽泰山））））

•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

• 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

• 蕩胸生層雲，決眦入歸鳥。

• 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

•明代莫如忠〈登東郡望岳樓〉：
•「齊魯到今青未了，題詩誰繼杜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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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
•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
•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景物生顏色。
•昭陽殿裡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
（接下頁）

• （承上頁）

•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囓黃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
•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
•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
•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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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逢李龜年江南逢李龜年江南逢李龜年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明皇雜錄》：

（李龜年）每逢良辰勝景，為人歌

數闕，座中聞之，莫不掩泣罷酒。

•秦州雜詩（其七）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
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
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
煙塵一長望，衰颯正摧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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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懷古跡五首（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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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雨荒台豈夢思。
•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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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興八首之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

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

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

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六六六六、、、、山林與仕宦山林與仕宦山林與仕宦山林與仕宦（（（（三三三三））））：柳宗元柳宗元柳宗元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唐代河東郡
（今山西省永濟市）人，唐代文學家、哲學家、
詩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後遷長安（今陝西西
安），世稱柳河東。著作爲《柳河東集》。因爲
他是河東人，人稱柳河東，又因終於柳州刺史任
上，又稱柳柳州。與韓愈同爲中唐古文運動的領
導人物，並稱「韓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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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出生於「安史之亂」後，幼年在窮困艱難
中度過。貞元九年（793年）春，20歲的柳宗元
考中進土，貞元十二年（796年）任祕書省校書
郎，開始步入官場。兩年後，中博學宏詞科，調
爲集賢殿書院正字，得以博覽群書，開闊眼界，
同時也開始接觸朝臣官僚，並關心、參與政治。

•貞元十七年（801年），柳宗元調爲藍田尉，兩
年後又調回長安任監察御史里行，時年31歲，與
韓愈同官，官階雖低，但職權並不下於御史，從
此與官場上層人物交游更廣泛，對政治的黑暗腐
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漸萌發要求改革的願望，
成爲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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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貞革新失敗，憲宗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便被
貶爲邵州（今湖南邵陽市）刺史，行未半路，又
被加貶爲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馬。永州之貶，
一貶就是10年，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轉折。元和
十年（815年）正月，柳宗元與劉禹錫等被召回
京。但並未被重用，由於武元衡等人的仇視，他
們二月到長安，三月便宣布改貶。

•柳宗元改貶爲柳州（今廣西柳州市）刺史，劉禹
錫爲播州刺史。柳州四年，柳宗元在力所能及的
範圍内，進行了一番興利除弊的改革，遺惠一方。

•元和十四年憲宗因受尊號實行大赦，經裴度說情，
憲宗同意召回柳宗元。然而詔書未到柳州，柳宗
元便離開了人間，當時年僅47歲。臨死前，柳宗
元寫信給好友劉禹錫，並將自己的遺稿留交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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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八司馬」事件
•永貞元年（805年）正月，唐德宗駕崩，太子李
誦即位，是謂順宗。他在東宮二十年，比較關心
朝政，對當時政治的沉疴有深切的認識。其實順
宗即位時已重病在身，但還是立刻重用王叔文、
王伾等人進行改革，史稱「永貞革新」。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今浙江紹興）。王伾，杭
州人，一個是棋待詔，一個是侍書待詔，原先都
是順宗在東宮時的老師，他們常與順宗談論唐朝
的弊政，深得順宗的信任。在順宗即位後，他們
和彭城人劉禹錫、河東人柳宗元等人一起，形成
了以「二王劉柳」爲核心的革新派勢力集團。

•王叔文、王伾升爲翰林學士，王叔文兼鹽鐵副使，
推韋執誼爲宰相，柳宗元爲禮部員外郎，劉禹錫
爲屯田員外郎，共同籌劃改革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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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的主要矛頭是對準當時最強大、最頑固的宦
官勢力和藩鎮割據，所以革新派面對的阻力很大。

•因爲朝廷實權掌控在宦官和藩鎮手中，而革新派
則是一批文人，依靠的是重病在身的順宗皇帝，
而皇帝基本上又被宦官所控制，所以在必要的時
候，宦官們隨時都可以把改革派一網打盡。

•不久，宦官俱文珍等遂和外藩劍南節度使韋皋、
荊南節度使裴均、河東節度使嚴綬聯合反對改革
派。三月，順宗被迫立李純為太子，並於八月迫
使順宗讓位給太子（憲宗），史稱「永貞內禪」。
永貞革新宣告失敗，前後共14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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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失敗後，其主要人物十人均被貶斥，王叔文、
王伾被殺，韋執誼被貶為崖州司馬，韓泰為虔州
司馬，陳諫為台州司馬，柳宗元為永州司馬，劉
禹錫為朗州司馬，韓嘩為驍州司馬，史稱「二王
八司馬」。

•王安石〈讀柳宗元傳〉說：「余觀八司馬余觀八司馬余觀八司馬余觀八司馬，，，，皆天皆天皆天皆天
下之奇才也下之奇才也下之奇才也下之奇才也。」

•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
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
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
壺而醉。醉則更相枕而臥，臥而夢。意有所極，
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
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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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
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
焚茅筏，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
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
岈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
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

•然後知是山之特出是山之特出是山之特出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不與培塿為類不與培塿為類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悠悠乎與灝悠悠乎與灝悠悠乎與灝
氣俱氣俱氣俱氣俱，，，，而莫得其涯而莫得其涯而莫得其涯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洋洋乎與造物者遊洋洋乎與造物者遊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而不知而不知而不知
其所窮其所窮其所窮其所窮。。。。引觴滿酌引觴滿酌引觴滿酌引觴滿酌，，，，頹然就醉頹然就醉頹然就醉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不知日之入不知日之入不知日之入。。。。蒼蒼蒼蒼
然暮色然暮色然暮色然暮色，，，，自遠而至自遠而至自遠而至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至無所見至無所見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而猶不欲歸而猶不欲歸而猶不欲歸。心心心心
凝形釋凝形釋凝形釋凝形釋，，，，與萬化冥合與萬化冥合與萬化冥合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遊遊遊遊
於是乎始於是乎始於是乎始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故為之文以志故為之文以志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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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柳宗元

•海畔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
•若為化得身千億，散向峰頭望故鄉。
•

•南澗中題柳宗元
•秋氣集南澗，獨游亭午時。
回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
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
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
去國魂已遠，懷人淚空垂。
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
索寞竟何事，徘徊隻自知。
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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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雪 柳宗元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七七七七、、、、山林與仕宦山林與仕宦山林與仕宦山林與仕宦（（（（四四四四））））：劉劉劉劉禹禹禹禹錫錫錫錫
•劉禹錫（772-842）字夢得，為中唐文學的代表詩
人。德宗貞元九年（793），劉禹錫與柳宗元同科
進士及第，後又登制舉博學宏詞科。順宗時宰相王
叔文永貞革新失敗，憲宗元和元年（806）劉禹錫
與柳宗元等坐王叔文黨，被貶連州刺史，行至荊南，
又改授郎州司馬，凡十年始回京。初與劉禹錫一同
被貶的共有八人，史稱「八司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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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九年（815）十二月劉禹錫與柳宗元等人一
起被召回長安，欲任南省郎，但是劉禹錫在隔年
春天遊覽玄都觀，見道士手植桃花滿觀，盛如紅
霞，作〈元和十年自朗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諸君
子〉詩，素嫉其名者，指責其諷刺時政，招致在
上位者不滿，不久又被貶為播州刺史，裴度因其
母老為言，救之，改連州刺史。

•唐文宗大和二年（828）自和州刺史徵還，再回
長安，復為主客郎中。重遊玄都觀，禹錫銜前事
未已，復作絕句諷之，表達對權貴的蔑視與自己
決志，時「人嘉其才而薄其行」（後晉‧劉昫等著《舊
唐書》卷110〈劉禹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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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十年自朗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諸君子〉

紫陌紅塵拂面來，無人不道看花回。

玄都觀裏桃千樹，盡是劉郎去後栽。

•〈再遊玄都觀絕句‧并引〉

•余貞元二十一年（805）為屯田員外郎時，此觀
未有花，是歲出牧連州，尋貶朗州司馬，居十年，
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如紅
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旋左出牧，今十有
四年，復為主客郎中，重遊玄都，蕩然無復一樹，
唯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
後遊。時大和二年（828）三月。（接下頁）



2016/8/27

30

• （承上頁）

•百畝中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
•種桃道士歸何處，前度劉郎今又來。

•唐人孟棨《本事詩‧事感》載：

•劉尚書自屯田員外左遷郎州司馬，凡十年始徵還。
方春，作〈贈看花諸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
面來，無人不道看花回。玄都觀裏桃千樹，盡是
劉郎去後栽。」其詩一出其詩一出其詩一出其詩一出，，，，傳於都下傳於都下傳於都下傳於都下。。。。有素嫉其有素嫉其有素嫉其有素嫉其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白於執政白於執政白於執政白於執政，，，，又誣其有怨憤又誣其有怨憤又誣其有怨憤又誣其有怨憤。他日見時宰，
與坐，慰問甚厚。既辭，即曰：「近者新詩，未
免為累，奈何？」不數日，出為連州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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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 劉禹錫劉禹錫劉禹錫劉禹錫

•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
•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
•

•醉贈劉二十八使君 白居易
•為我引杯添酒飲，與君把箸擊盤歌。
•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
•舉眼風光長寂寞，滿朝官職獨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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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山懷古〉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劉禹錫〈金陵懷古〉：

興亡由人事興亡由人事興亡由人事興亡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山川空地形山川空地形山川空地形。

•竹枝詞九首之七

•瞿塘嘈嘈十二灘，人言道路古來難。
•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閑平地起波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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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山林與仕宦山林與仕宦山林與仕宦山林與仕宦（（（（五五五五））））：白居易白居易白居易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晚號香山居士、
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生於河南新鄭，是中
唐最具代表性的詩人之一。白居易晚年雖仍不改
關懷民生之心，卻因政治上的不得志，而多時放
意詩酒，作〈醉吟先生傳〉以自況。白居易與元
稹齊名，號「元白」，晚年白居易又與劉禹錫唱
和甚多，人稱為「劉白」。

• 787年，白居易至長安，拜訪當時的名士顧況。
顧況見到白居易的姓名時，曾調侃地說「長安百
物貴，居大不易」，及至看到他的詩篇，才感嘆
道：「有句如此，居亦何難？」

•出典：

• 樂天樂天樂天樂天初舉初舉初舉初舉，，，，名未振名未振名未振名未振，，，，以歌詩投顧況以歌詩投顧況以歌詩投顧況以歌詩投顧況，，，，況戲之曰況戲之曰況戲之曰況戲之曰：：：：
「「「「長安物貴長安物貴長安物貴長安物貴，，，，居大不易居大不易居大不易居大不易。」。」。」。」及讀至及讀至及讀至及讀至〈〈〈〈原上草原上草原上草原上草〉，〉，〉，〉，
云云云云：「：「：「：「野火燒不盡野火燒不盡野火燒不盡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春風吹又生春風吹又生春風吹又生。」。」。」。」曰曰曰曰：「：「：「：「有句有句有句有句
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居亦何難居亦何難居亦何難居亦何難？？？？老夫前言戲之耳老夫前言戲之耳老夫前言戲之耳老夫前言戲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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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年，白居易開始投入科考。800年進士及第，
隨後回家鄉探望親戚。802年試拔萃科及第，與
同時及第的元稹訂交，成為終身的好友。

•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張
嚴緝兇手，被認為是越職言事。其後白居易又被
誹謗：母親看花而墜井去世，白居易卻著有「賞
花」及「新井」詩，有害名教，遂以此為理由貶
為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司馬。

• 818年冬，被任命為忠州（今重慶市忠縣）刺史，819
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長安，任尚書司門員
外郎。820年冬，轉任主客郎中、知制誥。822
年，白居易上書論當時河北的軍事，不被採用，
於是請求到外地任職，7月被任命為杭州刺史，
10月到任。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
秋天至洛陽，在洛陽履道里購宅。825年，被任
命為蘇州刺史，5月到任。

• 826年因病離職，後與劉禹錫相伴遊覽於揚州、
楚州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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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貶官過望秦嶺（自此後詩江州路上作）白居易

草草辭家憂後事，遲遲去國問前途。

望秦嶺上回頭立，無限秋風吹白鬚。

•登郢州白雪樓 白居易

白雪樓中一望鄉，青山蔟蔟水茫茫。

朝來渡口逢京使，說道煙塵近洛陽

• （時淮西寇未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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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胡餅與楊萬州 白居易

胡麻餅樣學京都，麵脆油香新出爐。

寄與飢饞楊大使，嘗看得似輔興無。

• 胡麻餅 白居易

胡麻油香復酥蘸(ㄓㄢˋ)，行人爐前頻相看。

香山曾寄楊萬州，一思一念到長安。

• 注：白居易曾在四川忠州時寄胡麻餅於楊萬州

• 初入峽有感 白居易

• 上有萬仞山，下有千丈水。蒼蒼兩崖間，闊狹容一葦。
• 瞿唐呀直瀉，灩澦屹中峙。未夜黑巖昏，無風白浪起。
• 大石如刀劍，小石如牙齒。一步不可行，況千三百里。
• 苒蒻竹篾念，欹危楫師趾。一跌無完舟，吾生繫於此。
• 常聞仗忠言，蠻貊可行矣。自古漂流人，豈盡非君子。
• 況吾時與命，蹇舛不足恃。常恐不才身，復作無名死。

【案：自峽州至忠州，灘險相繼，凡一千三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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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春望

望海樓明照曙霞，護江堤白踏晴沙。

濤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

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

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

•錢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乎雲腳低。
•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
•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沙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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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唐代士人的「長安」情結
•宋代名相范仲淹〈岳陽樓記〉說：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境隨心轉與借鏡抒懷
•禪家言：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