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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詩析論 

李建崑∗ 

【提要】 

  國內學界對於李頎的探討不多，大致視為邊塞詩人，在盛唐邊塞詩人群

中，略作介紹。本文重新檢視李頎的作品，試圖重加評估。 

  全文扣除前言，分為五小節：首述李頎之事蹟與創作，次敘李頎之性情

與處世態度。三就邊塞詩、音樂詩、酬贈送別詩，徵引具有代表性之詩篇，

細加論析。然後就李頎是否可以視之為「邊塞詩人」及其創作突出成就所在，

提出個人看法；或可為李頎之研究，作一補白。 

 

 

關鍵詞：李頎 東川 邊塞詩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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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玄宗開元、天寶之際，詩人蠭起，燦若繁星。前有張九齡、張說之主盟

詩壇，後有王維、孟浩然、岑參、高適，各主一格、管領風騷；其後更有李白

以不世出之才，集眾家之所長，開拓盛唐罕見之奇偉詩境。  

  現存唐人選唐詩中，有《國秀集》  、《河嶽英靈集》兩本選錄到李頎

詩。其中最能體察盛唐審美趣味與價值評判者莫過於丹陽人殷璠所編之《河嶽

英靈集》，此書常被文學史家視為「盛唐之音」之具體展現。《河嶽英靈集》

大約成書於天寶十二載（西元 753 年），選錄十三家詩作，收李頎詩十四首。

僅次於常建、王昌齡、王維之十五首；而同書所選李白詩，亦不過十三首而已。

由芮挺章與殷璠對李頎詩之賞愛與重視，可以旁證在盛唐壇，李頎擁有不可忽

略的名氣與份量。  

  雖然李頎以其特殊的性情、才調與詩歌風貌，為歷代論者所稱道。然而學

界對李頎詩的討論並不多見，大致針對〈古從軍行〉之流傳，將李頎視為「邊

塞詩人」；或者在介紹盛唐邊塞詩時，略作介紹與論析而已。其實李頎既無岑

參、高適之邊塞經歷，其仕履亦與邊地無涉。李頎是以七古與律詩見稱於當時，

也因此贏得千秋之名。其描寫音樂與當時人物的詩篇，更值得吾人研究與賞

鑑。本文擬以今人之視角，針對李頎詩之創作成就重加評估，或可還其應有的

地位。  

二、李頎之事蹟與創作 

  李頎，約生於武周天授元年，約卒於天寶十載（690？-751？）  ，原籍

趙郡（今河北趙縣），家居潁陽東川（今河南登封縣東北五渡河上游）。李頎

生平資料甚少，兩《唐書》無傳，事蹟僅見諸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及元．

                                                 
   《國秀集》，芮挺章編選，芮挺章事蹟不詳，大約是玄宗天寶間人。此書約編定於天寶三、四載間。選錄李頎

詩四首。其中五律二首、七絕二首。《國秀集》所收為李頎早年的詩，其時李頎尚未以歌行著稱。詳見傅璇琮

《唐人選唐詩新編》卷下（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年 7 月），頁 272。 
   按：李頎生平原本不詳，聞一多《唐詩大系》曾定其生卒年為(690?-751?)，詳見《聞一多全集：詩選與校箋》

（臺北：九思出版社，1978 年版）頁 191。近世學者對此大致遵從。如陸侃如、馮沅君之《中國詩史》也如此

認定。又前一年（689）孟浩然出生，同年（690）也有王昌齡、李昂之出世，由此可知李頎之年齡層。詳參傅

璇琮主編《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瀋陽：遼海出版社，1998 年版）武周天授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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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文房《唐才子傳》之零星記錄。今人傅璇琮作〈李頎考〉  ，詳細考論李

頎之生平、年里，其仕宦與履歷，始見明晰。 

  李頎於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在賈季鄰榜進士及第  ，釋褐為新鄉縣尉  。

由其〈欲之新鄉答崔顥綦毋潛〉一詩謂：「數年作吏家屢空，誰道黑頭成老翁。

男兒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吾屬交歡此何夕，南家擣衣動歸客。 」

可知仕新鄉尉前，已作吏數載；調任新鄉尉時，已過中年。  

  李頎在開元、天寶間之行蹤不詳，從現存資料來看，大致在長安、洛陽兩

地活動。例如：開元二十九年（西元 741 年），王昌齡赴江寧途中，經洛陽，

曾作〈東京府縣諸公與綦無潛李頎相送至白馬寺宿〉（《全唐詩》卷 140）一詩，

李頎〈送王昌齡〉，應是針對為此詩而寫。傅璇琮根據此詩，考知李頎在開元

二十九年，已離開新鄉縣尉職務，歸居潁陽，而潁陽即在在洛陽附近  。  

  再如：開元二十九年王昌齡在洛陽有〈洛陽尉劉晏與府掾諸公茶及天公寺

岸道上人房〉（《全唐詩》卷 141）一詩，述及劉晏，可知劉晏時任洛陽尉。而李

頎〈送劉四赴夏縣〉謂：「九霄特立紅鶯姿，萬仞孤生玉樹枝。劉侯致身能若

此，天骨自然多歎美。聲名播揚二十年，足下長途幾千里。」又說：「明年九

府議功時，五辟三徵當在茲。」提到的正是「三度洛陽尉」之劉晏。可見李頎

當時在洛陽。  

  又如：天寶八載秋，高適舉有道科得第，釋褐為封丘尉。途經洛陽，李頎

為作〈贈別高三十五〉以贈。凡此，都能驗證李頎當時在洛陽。  

  又李頎在〈送司農崔丞〉云：「黃鸝鳴官寺，香草色未已。同時皆省郎，

而我獨留此。維監太倉粟，常對府小史。清陰羅廣庭，政事如流水。奉使往長

安，今承朝野歡。……」詩中也為自己之仕路崎嶇，頗感不平。其中「同時皆

省郎，而我獨留此」二句，頗可玩味，似指李頎曾在長安尚書省做過低階官員。 

                                                 
   詳見傅璇琮〈李頎考〉。在傅氏所著《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 1980 第初版，2003 年 5 月新 1 版）

頁 99。 
   傅璇琮據李華之〈楊騎曹集序〉考知，孫逖連年選拔楊極、張茂之、杜鴻漸、顏真卿、蕭穎士、柳芳、趙驊、

李咢、閻防、張南容、郗昂、李華。而李頎是在開元二十三年（西元 735 年）在考功員外郎孫逖主試下登第。

詳見傅璇琮〈李頎考〉。 
   唐‧芮挺章《國秀集》目錄卷下作「新鄉尉李頎」，此為唐人所記「李頎曾仕新鄉縣尉」之唯一記錄。詳見傅

璇琮《唐人選唐詩新編》，（太原：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年 7 月）頁 220。 
   劉寶和謂此詩當為退隱前所作，故語氣憤悶而悲涼。詳見劉寶和《李頎詩評注》卷一（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5 月）頁 140 
   詳見傅璇琮〈李頎考〉。在傅氏所著《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 1980 第初版，2003 年 5 月新 1 版）

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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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殷璠在《河嶽英靈集》卷上稱：「惜其偉才，只到黃綬。」似指李頎

之仕歷，僅及下僚。然而李頎之交遊卻十分廣闊，除了王昌齡、劉晏，更與當

代著名詩人王維、綦無潛、盧象、高適、張旭、劉方平、皇甫曾、萬楚、萬齊

融、張諲、陳章甫、裴迪、喬琳、魏萬有詩歌酬唱  ，可謂名重一時。 

  李頎詩作之流傳，頗有散佚。《新唐書》卷六○〈藝文志〉四，曾著錄其

詩一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九亦同，今並亡佚。清．康熙御纂《全

唐詩》卷一三二至一三四收其詩三卷，連同大陸學者之增補，現今大約存詩一

百二十八首  。  

  唐．殷璠《河嶽英靈集》稱其詩：「發調既清，修辭亦秀，雜歌咸善，玄

理最長。」明．胡應麟《詩藪‧內篇》卷三論其七言歌行，亦曰：「音節鮮明，

情致委折，濃纖修短，得衷合度。」此種評論，大體還算公允。  

三、李頎之性情與處世態度 

  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二對於李頎之性情有概括描述，謂其：「性疏

簡，厭薄世務。慕神仙，期輕舉之道，結好塵喧之外，一時名輩，莫不重之。」
 所謂「慕神仙，期輕舉之道」可能本自王維〈贈李頎〉一詩。按王維〈贈

李頎〉云： 

聞君餌丹砂，甚有好顏色。不知從今去，幾時生羽翼。王母翳華芝，望爾崑

崙側。文螭從赤豹，萬里方一息。悲哉世上人，甘此羶腥食。   

可見李頎對於服食求仙，相當嚮往。盛唐時期，特別是唐玄宗朝，道教十分興

盛，社會瀰漫崇道之風。李頎應也沾染到此種風氣。其實李頎早年頗有用世之

志，在〈緩歌行〉一詩，曾對功名富貴表現出強烈嚮往。詩云：  

小來託身攀貴遊，傾財破產無所憂。暮擬經過石渠署，朝將出入銅龍樓。結

交杜陵輕薄子，謂言可生復可死。一沈一浮會有時，棄我翻然如脫屣。男兒

                                                 
   此可由吳汝煜主編《唐五代詩人交往詩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5 月）李頎條獲得驗證。 
   《全唐詩》卷一三二至一三四編其詩為三卷，錄其詩 124 首；《全唐詩逸》卷上補斷句二、陳尚君《全唐詩補

編》卷十二（中華書局，1992 年 10 月版，頁 840）補二首又二句。此為李頎存詩之現況。 
   見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2 月）頁 356 至 357。 
   參見楊文生編著《王維詩集箋注》卷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年 9 月）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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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身須自強，十年閉戶潁水陽。業就功成見明主，擊鐘鼎食坐華堂。二八蛾

眉梳墮馬，美酒清歌曲房下。文昌宮中賜錦衣，長安陌上退朝歸。五陵賓從

莫敢視，三省官僚揖者稀。早知今日讀書是，悔作從前任俠非。   

  從這一首詩，可以概見李頎早年之生活與想望。起首四句謂己少年輕薄，

也曾攀附貴遊，雖至破家毀貲，亦無所懼。詩中之「石渠署」，是長安典藏圖

籍、也是講論古經之所；「銅龍樓」，則為長安城樓；「暮擬經過石渠署，朝

將出入銅龍樓」二句，當是李頎之自我期許，其年少意氣，何等豪橫。  

  「結交」二句，自道輕薄之態。「沈浮」二句，述及人情變故，終於嚐到

世態炎涼之打擊。「男兒」二句，謂己痛下決心，幡然改悟，自立自強。「業

就」以下八句，當為李頎虛擬之辭，此由「男兒立身須自強」之「須」字可知。

李頎揣想：十年努力，應可一登青雲，立致富貴；屆時坐擁華堂，擊鐘鼎食。

蛾眉在側；在曲房之下，飲美酒、聆清歌。在文昌宮中，謁聖上、受錦衣；長

安陌上，退朝而歸，何等風光？是時，五陵賓從，豈敢輕視？三省官僚，莫敢

作揖。由結尾兩句知李頎所有想望，皆已破滅，對少年時期之任俠輕財，不知

讀書，十分追悔  

  由於李頎及第之後，只獲得一個小官。李頎在〈放歌行答從弟墨卿〉懊惱

地說：「小來好文恥學武，世上功名不解取。雖沾寸祿已後時，徒欲出身事明

主。柏梁賦詩不及宴，長楸走馬誰相數。斂跡俛眉心自甘，高歌擊節聲半苦。

由是蹉跎一老夫，養雞牧豕東城隅。」李頎自嘆未能習武以出仕，所以沒有高

位可居；又無知己推薦，自無晉身之梯。既然甘居人下，不願趨俗，只好擊節

高歌、長楸走馬了。養雞牧豕本非己願，蹉跎失時，轉眼成為老夫，也只好屈

居城隅，「養雞牧豕」了。從詩意判斷，〈放歌行答從弟墨卿〉應是李頎隱居

潁陽之後，回首前塵所作。  

  開元二十四年，李頎辭官歸潁陽，在〈不調歸東川別業〉云：  

寸祿言可取，託身將見遺。慚無匹夫志，悔與名山辭。紱冕謝知己，林園多

後時。葛巾方濯足，蔬食但垂帷。十室對河岸，漁樵祗在茲。青郊香杜若，

白水映茅茨。晝景徹雲樹，夕陰澄古逵。渚花獨開晚，田鶴靜飛遲。且復樂

                                                 
   詳見劉寶和《李頎詩評注》卷一（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 5 月）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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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前賢為我師。清歌聊鼓楫，永日望佳期。   

  詩由辭官說起，自謂寸祿無甚可取，不如早託山林。「悔與」二句，自慚

匹夫之志，未能堅定；率爾出山，如今追悔不及。兀傲中之，實有怨憎。「紱

冕」二句，謂己去職，蓋以林園失治，已歷多時，不得不爾。「葛巾」以下六

句，寫隱居樂事與田園情趣。「晝景」以下四句，寫雲樹、古逵、渚花、田鶴，

皆東川別業之景致。「且復」二句，提及古代有不少賢者隱於潁陽，似指隱於

箕山之許由。結尾二句，即「樂得同心人，聊與共晨夕」之意，對隱居生活情

趣，仍有期待。  

  這是李頎歸隱之告白，前人常與陶潛〈歸園田居〉一詩相提並論，其實二

者之精神界差異甚大。陶淵明質性自然，不願適應時俗而歸返田園，故其歸返

田園之心情十分欣喜；而李頎卻是因為不屑作個小官，無可奈何，而歸返田園。

雖也曾說：「慚無匹夫志，悔與名山辭」，其實內心是抑鬱難申的，此與陶淵

明之真情擁抱田園，實在相去甚遠。  

  李頎雖然隱居東川別業，並未忘情仕路，所以一遇故友當權，就期望投謁

知己，得到援引。其〈寄司勳盧員外〉便是一例。詩云： 

流澌臘月下河陽，草色新年發建章。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歸

鴻欲度千門雪，侍女新添五夜香。早晚薦雄文似者，故人今已賦長楊。   

  此詩是一首干謁詩，投贈的對象是司勳員外郎盧象。據劉禹錫〈唐故尚書

主客員外郎盧公集序〉云：「尚書郎盧公諱象，字諱卿。以章句振起於開元中，

與王維比肩驤首，鼓行於時，妍詞一發，樂府傳貴。」可知盧象之文才之佳與

德望之高。 

  起首從時序敘起，「流澌」指河上裂冰，在臘月即流下河陽。暗寫李頎生

活之地；「建章」為長安宮殿名，暗指盧象為官長安。三句呼應首句，謂秦地

已至立春，因而思及主掌歲時之太史；第四句呼應第二句，就郎官故事，而憶

及盧司勳。所謂「漢宮題柱」是漢靈帝時事。相傳靈帝十分賞識尚書郎田季中

之容儀端正，曾目送田季中，並題其名於柱上。在此「仙郎」即指盧象：「漢

宮題柱」指盧象之深受朝廷器重。 

                                                 
   詳見劉寶和《李頎詩評注》卷一（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 5 月）頁 88。 
   詳見劉寶和《李頎詩評注》卷三（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 5 月）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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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頸聯再引尚書省「侍女添香」韻事。先寫建章宮之雪景，再述尚書省郎值

夜制度。據《初學記》引應劭《風俗通》云：「尚書省郎入直台，廨中給女侍

史二人，皆端正妖麗，執香爐香囊，燒燻護衣服。」正是記錄尚書省郎值夜之

時，五更時分，有「侍女添香」之韻事。結聯揭示全詩主旨。以揚雄自喻，謂

己撰成〈長楊賦〉，正等待推薦給漢成帝；易言之，正期待盧象適時援引也。

此為李頎唯一干謁詩，推薦之事，雖無結果。李頎在詩中，維持住讀書人之尊

嚴，不卑不亢，十分得體。  

  李頎一生求仕，卻仕宦無門。隱於山林，並未忘懷世俗，用世之心，仍十

分急切。在許多詩中，陳述心中的社會理想。例如：  

彤襜問風俗，明主寄惸嫠。令下不徒爾，人和當在茲。（〈送東陽王太守〉） 

一朝出宰汾河間，明府下車人吏閒。端坐訟庭更無事， 

開門咫尺巫咸山。男耕女織蒙惠化，麥熟雉鳴長秋稼。（〈送劉四赴夏縣〉） 

按：〈送東陽王太守〉中的「彤襜」，指有帷蓋屏蔽之車，借稱王太守。李頎

認為一個太守，公車上任，應以「問俗」為務；鰥寡惸嫠，皆所關懷。蓋朝廷

任命一太守，絕非毫無用意；如何使民心和樂，應當念之在茲。雖然這是李頎

對王太守的期許，也是充分顯示他的施政理想。〈送劉四赴夏縣〉詩中的劉四

為劉晏。劉晏赴山西夏縣任職，李頎對他的期待是：無為而治。李頎的理想社

會，正是詩中所說的：「端坐訟庭更無事」、「男耕女織蒙惠化」。李頎認為：

「為政心閒物自閒」（〈寄韓鵬〉）。「心清物不雜，弊革事無留。舉善必稱最，

持姦當去尤。」（〈龍門送裴侍御監五嶺選〉）。只是這樣的理想，不知何時始能

達到？李頎透過酬贈友人之詩作〈寄萬齊融〉、〈奉送漪叔遊潁川兼謁淮陽太

守〉重申這樣的理念。 

  除了嚮慕道家治術，李頎也對道教修鍊，十分崇仰。在系列酬贈道士的詩

中，反映這種思想。在〈題盧道士房〉云：  

秋砧響落木，共坐茅君家。惟見兩童子，林前汲井華。空壇靜白日， 

神鼎飛丹砂。麈尾拂霜草，金鈴搖霽霞。上章人世隔，看奕桐陰斜。 

稽首問仙要，黃精堪餌花。   

                                                 
   詳見劉寶和《李頎詩評注》卷一（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 5 月）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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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中「秋砧」四句，言道士所居，清靜出塵，擺落俗事。「空壇」四句，所言

皆為道士法事。「上章」四句，言法術之妙，不覺中心嚮往。全詩「空壇白日」、

「神鼎丹砂」、「麈尾霜草」、「金鈴霽霞」都是道教術語，道士所重在煉丹，

此詩可謂深得玄理。再如〈寄焦鍊師〉云：： 

得道凡百歲，燒丹惟一身。悠悠孤峰頂，日見三花春。白鶴翠微裏， 

黃精幽澗濱。始知世上客，不及山中人。仙境若在夢，朝雲如可親。 

何由睹顏色，揮手謝風塵。   

詩中的焦鍊師，不知何許人。王維、王昌齡、李白、錢起都有詩贈之。李白〈寄

嵩山焦鍊師序〉謂：「嵩山有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其生於

齊梁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少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

里。……」可知焦鍊師是一位女道士。  

  此詩「得道」四句，述焦鍊師之異於常人，蓋已得道百年，唯以煉丹為務；

且日坐孤峰，全無俗累。「白鶴」四句，寫其乘鶴於翠微之中，採藥於幽澗之

濱，可知其延年之道在此，而世間之奔逐，真不如山中之清閒。「仙境」四句

感嘆欣羨，兼而有之。言仙境若夢，朝雲暮雨，非可親近。其道術玄遠，如欲

高蹈，亦唯擺落塵俗，方為可能。李頎好道，嘗餌丹砂，以求輕舉之術，所以

在詩中，對焦鍊師有不少企求之意。  

  綜觀李頎詩中所呈現的性情、理念、與處世態度，可知他既輕財好義，卻

也不忘仕祿；既積極濟世，卻也嚮往老莊治術。在個人生活層次，崇敬隱逸，

頌揚真淳，終身嚮往長生、輕舉之道。處身在大唐盛世，卻僅得黃綬，無法平

步青雲。在理想與現實之衝突下，道教對李頎之浸潤與影響，也就不足為怪。 

四、李頎詩作內涵與藝術特質 

  從詩歌體式而言，李頎以七古與律詩最受後世肯定。如范大士《歷代詩發》

云：「新鄉長於七字，古詩、今體並是作家。其蘊氣調詞，含毫瀝思，緣源觸

勝，別有會心。向來選家徒以音節高亮賞之，乃牝牡驪黃之見耳。」  明．

                                                 
   詳見劉寶和《李頎詩評注》卷一（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 5 月）頁 18。 
   見清‧范大士《歷代詩發》，轉引自陳伯海主編《唐詩論評類編》（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 年 1 月）頁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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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楙《藝苑擷餘》：即謂「李頎七言律，最響亮整肅。」  明．陸時雍《唐

詩鏡》也說：「李頎七律，詩格清鍊，復流利可誦，是摩詰以下第一人。」  

明代嘉、隆諸子更是奉為圭臬，例如後七子之一李攀龍所作七律，就曾以李頎

為範本  。然而十分遺憾的是：李頎的律詩散失甚多，五律僅存十六首，而

其七律更是僅存七首。就歌內容來看，李頎也在三方面備受後人注目：一是邊

塞詩，二是描寫音樂之詩篇，三是寄贈友人之作。  

五、李頎之邊塞詩 

  自開元、天寶到大曆初年，是唐代七言歌行鼎盛時期。除李白、杜甫兩大

家，尚有王維、李頎、高適、岑參四位重要作者。前此詩壇盛行五言詩和七言

絕句。此後七言歌行才取得與五古、五律相對平等之地位。  

  其中王維自年少即以〈桃源行〉、〈洛陽女兒行〉知名於當世。其後更以

〈老將行〉、〈燕支行〉、〈夷門歌〉、〈隴頭吟〉這些風格豪邁、技法各異

的七言歌行，奠立不朽地位。而高適存詩二百四十餘首，五言古體與七言古體

明顯成為詩集精華。其〈燕歌行〉、〈封丘縣〉、〈行路難〉、〈塞下曲〉、

〈古大梁行〉、〈人日寄杜二拾遺〉，都是發諸胸臆、氣骨凜然的作品。  

  至於岑參，雖以貴公子出身，卻與高適一般，擁有長期的塞外生活經驗。

《全唐詩》收錄其詩四百餘首，其中七古也有五十餘首。其〈輪臺歌奉送封大

夫出師西征〉、〈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火山雲歌〉、〈白雪歌

送武判官歸京〉諸詩，不只有戰爭場面與報國豪情之描述，更兼具塞外採風之

性質。陸游盛讚：「太白、子美之後，一人而已。」  原因在此。  

  從李頎之生活履歷來看，並無從軍邊塞之經驗；其遊蹤亦不曾經歷邊塞。

然而李頎邊塞詩之成就，卻足可與岑參、高適、王昌齡齊名。李頎邊塞詩數量

不多，僅有五首流傳。李迎春〈論李頎的邊塞詩〉中歸納李頎邊塞詩，認為有

                                                 
   見明．王世楙《藝苑擷餘》，清‧王文煥《歷代詩話》（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 年）頁 780。 
   見明．陸時雍《唐詩鏡》，轉引自陳伯海主編《唐詩論評類編》（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 年 1 月）頁

1026。 
   明．胡應麟《詩藪》續編卷二，曾舉出攀龍所作，深受：杜甫、王維、李頎、李白、祖詠、岑參六家影響。詳

見許建崑《李攀龍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年 2 月）頁 346 至 347 之引述。 
   原載南宋陸游《渭南文集》卷二十六〈跋岑嘉州詩集〉。轉引自劉開揚《岑參詩集編年箋注‧附錄‧諸家評論》

（成都：巴蜀書社，1995 年 11 月）頁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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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特色值得注意：一、熱情謳歌報國理想，塑造英雄形象，表現英雄氣概。

二、大膽抨擊軍隊腐敗一面。三、真實描寫征戰士兵的痛苦生活。四、對統治

者窮兵黷武，真實抒寫戰爭給各族人民帶來的災難  。此一論見，相當精湛。

以下先論其兩首五古體式之邊塞詩，以為參證。李頎〈塞下曲〉云： 

黃雲雁門郡，日暮風沙裏。千騎黑貂裘，皆稱羽林子。金笳吹朔雪，鐵馬嘶

雲水。帳下飲蒲萄，平生寸心是。   

此詩起首二句，在寫雁門郡之遼遠。其中「黃雲」，狀塵埃之色；「風沙」，

為邊地之物。雁門鄰接突厥，為兵家必爭之地，故先寫其地理環境，以見戰士

生活之艱辛。「千騎」二句，寫少年戰士，以身為羽林軍而感到自豪。「金笳」

二句，以形象語反襯戰士之意氣凌雲。「帳下」二句，寫少年戰士既驍勇善戰，

返回軍帳，亦能豪飲。全詩寫得氣盛言壯，又存神略形，如同人物素描，可能

是李頎青年時作品。再如〈古塞下曲〉云：  

行人朝走馬，直指薊城傍。薊城通漠北，萬里別吾鄉。海上千烽火，沙中百

戰場。軍書發上郡，春色度河陽。褭褭漢宮柳，青青胡地桑。琵琶出塞曲，

橫笛斷君腸。   

按薊城為幽州治所，薊城以北即為奚與契丹族地境，開元之末，奚與契丹日漸

強盛，唐軍數為所敗。河朔遍受其災，此詩所詠為東北邊塞。起首二句，點明

塞下。「直指薊城」，寫行役者之勇敢驅敵，義無反顧。薊城北通大漠，故言

別鄉萬里。「海上」二句中之「千烽火」、「百戰場」，極言戰事之頻繁。「軍

書」二句，言上郡頒發點召軍書，而春色已度河陽。「褭褭」二句，承前「春

色」，再以「漢宮柳」、「胡地桑」兩相對照，以顯從軍征戰之艱辛。「琵琶」

二句不寫戰士之情，卻偏寫行役者聽到琵琶、橫笛吹彈出塞之曲，聽者黯然斷

腸。全詩以虛代實，全用側寫，風格凄惻蒼涼，行者之離情難忍、戰場之艱辛

難當，皆從言外得之。再如五律〈塞下曲〉云：   

少年學騎射，勇冠并州兒。直愛出身早，邊功沙漠垂。戎鞭腰下插，羌笛雪

                                                 
   參見李迎春〈論李頎的邊塞詩〉《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7 年第 4 期，頁 47 至 49。 
   參見劉寶和《李頎詩評注》卷一（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 5 月）頁 6。 
   參見劉寶和《李頎詩評注》卷一（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 5 月）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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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吹。膂力今應盡，將軍猶未知。   

此詩以五律為之。首聯寫少年戰士身手不凡，勇冠三軍。頷聯寫少年直愛早日

立功沙場。頸聯寫其腰插戎鞭，雪中吹笛，意氣風發之狀。尾聯謂少年戰士，

戮力邊疆，卻不獲邊將注目。此詩技巧妙使用蓄勢手法，前六句蓄勢，末聯抖

落谷底；前壯後悲，則其落拓不偶，實可憐憫。此或為李頎暮年之作，借此以

寄不遇之慨耳。再看李頎之七言古風〈古意〉：  

男兒事長征，少小幽燕客。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尺。殺人莫敢前，鬚如蝟

毛磔。黃雲隴底白雪飛，未得報恩不能歸。遼東小婦年十五，慣彈琵琶解歌

舞。今為羌笛出塞聲，使我三軍淚如雨。   

此為擬古之作，就古代已經題詠之邊塞題旨，重新改寫。全分為兩幅，前幅八

句抒寫報國之豪情，後幅四句轉寫思家之情懷。兩者之感情似乎相抵觸，然情

感之轉折，反為此詩最令人動容之處。起首六句，寫幽燕少年，爭勝於戰陣之

間，輕生重義，報國心切。「黃雲隴底」以下，寫邊地荒涼、生活艱苦。然而

未報君恩，誓不歸返。「遼東小婦」以下，寫歌女前來勞軍，不意竟以琵琶歌

舞，使所有塞下戰士，揮淚如雨。英勇報國為平生之志，聽歌淚下，蓋為一時

之感嘆。戰場上之意氣風發與聆歌觀舞之軟弱，其實並非矛盾。此蓋長期之艱

辛，頓時湧上心頭故也。再看李頎最知名的七言古風〈古從軍行〉： 

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

雲萬里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聞道

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   

按詩題之「古」，為「擬古」之意。旨在諷刺朝廷當局以武力開拓邊疆。「白

日」二句，敘戍邊將士自清晨至黃昏，都不得歇息，極言邊地之苦，也為全詩

立意。「行人」二句寫軍中夜間景象。其中「行人刁斗」描述戍邊將士巡視營

區情景；「公主琵琶」借代為烏孫公主琵琶曲，寫戍卒夜彈琵琶，以解愁悶。

「野雲」二句，寫塞外孤寂與荒寒之生活環境；「胡雁」二句，寫塞外環境、

                                                 
   參見劉寶和《李頎詩評注》卷三（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 5 月）頁 227。 
   參見劉寶和《李頎詩評注》卷二（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 5 月）頁 191。 
   參見劉寶和《李頎詩評注》卷二（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 5 月）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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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之惡劣，軍中士氣之低落。胡雁南飛，正是戍邊將士家鄉之方位；胡兒落

淚，實為天候過於惡劣。蓋以當地胡人，皆感不堪，況漢人處身異地，更是苦

不堪言。「聞道」二句，謂玉門關已被朝廷遮斷，若不得勝，難以歸鄉。戰士

既已無家可歸，唯有拼死求勝一途。結尾以殺人盈野，所得僅為葡萄，則誠如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所言：「以人命換塞外之物，失策甚矣。為開邊者

垂戒，故作此詩。  」  

(二)李頎之音樂詩 
  李頎描述音樂的詩有三首最為突出，分別是〈琴歌〉、〈聽董大彈胡笳聲

兼寄語弄房給事〉、〈聽安萬善吹觱篥歌〉。李頎常在詩中，訴諸感官視聽，

造成有聲有色的效果。除了常用形象譬喻，更運用類比、烘托與側寫之技巧。

除了聲色並茂之外，還融入李頎的主觀情感，使其詩更加具有藝術感染力。以

下先論李頎〈琴歌〉： 

主人有酒歡今夕，請奏鳴琴廣陵客。月照城頭烏半飛，霜淒萬樹風入衣。銅

鑪華燭燭增輝，初彈淥水後楚妃。一聲已動物皆靜，四座無言星欲稀。清淮

奉使千餘里，敢告雲山從此始。   

此詩以琴歌為題，實為留別之作。全詩十句，八句言琴聲，可知其表現重心在

琴聲。「主人」二句，點出留別場合，主人情意之重。既有盛筵，又延請善琴

者侑酒助興。句中之「廣陵客」，本為琴曲〈廣陵散〉，此指主人所邀請之琴

師，為以下敘琴聲先立根本。「月照」二句，敘彈琴時之環境。以「月照」、

「烏飛」、「霜風吹樹」為背景，未聞琴聲，已感淒涼。「銅鑪」兩句，寫室

內陳設與所彈曲目。其中「銅鑪」、「華燭」，顯示主人之陳設，〈淥水〉、

〈楚妃〉則為曲名。「一聲已動物皆靜」，寫琴聲之音效；「四座無言星欲稀」，

狀座客之深受感動，悄然無言。白居易〈琵琶行〉：「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

江心秋月白」，意境與此同妙。「清淮」二句寫留別。奉使千里，雲山迢遙，

臨歧終須一別，其悽愴可以想見。 

  此詩妙在送行場合，以歡樂開場，以悽愴收束。全詩之悲意，全由琴聲襯

托。巧妙使用視覺意象，襯托悲涼之情感。成為一首描述音樂的傑出詩作。劉

                                                 
   參見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五，（長沙：岳麓書社，1998 年 2 月）頁 121。 
   參見劉寶和《李頎詩評注》卷二（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 5 月）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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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和評曰：「未寫悲，先寫歡。未寫靜，先寫動，為善寫物態變化者，全詩十

句，八句皆言琴，只二句言留別，分手詩中，別開生面。」  所論十分精闢，

實在深中肯綮。  

  在李頎描寫音樂的詩篇中，〈聽董大彈胡笳聲兼寄語弄房給事〉也是成就

甚高、極有特色的一首。詩云：  

蔡女昔造胡笳聲，一彈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淚沾邊草，漢使斷腸對歸客。古

戍蒼蒼烽火寒，大荒沈沈飛雪白。先拂商弦後角羽，四郊秋葉驚摵摵。董夫

子，通神明，深山竊聽來妖精。言遲更速皆應手，將往復旋如有情。空山百

鳥散還合，萬里浮雲陰且晴。嘶酸雛雁失群夜，斷絕胡兒戀母聲。川為淨其

波，鳥亦罷其鳴。烏孫部落家鄉遠，邏娑沙塵哀怨生。幽音變調忽飄灑，長

風吹林雨墮瓦。迸泉颯颯飛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長安城連東掖垣，鳳凰

池對青瑣門。高才脫略名與利，日夕望君抱琴至。   

按詩題《文苑英華》作〈聽董庭蘭彈琴兼寄房給事〉  。董大即董庭蘭，為

房琯門客。時房琯任給是中，大約就是李頎之推薦，使董庭蘭成為房琯門客。

據《新唐書．房琯傳》載：「琴工董庭蘭，出入琯所，琯昵之。庭蘭藉琯勢，

數招賕謝，為有司劾治。琯訴於帝，斥遣之琯惶恐就第。」肅宗時，房琯任宰

相，至德二載罷相，董庭蘭亦得罪而死。董庭蘭善琴，高出流輩，其事蹟在《舊

唐書》、《國史補》、《太平廣記》等書亦有記載。而李頎在〈聽董大彈胡笳

聲兼寄語弄房給事〉詩中，將蔡琰、董庭蘭、房琯三個不同人物及琴技、琴聲、

史實以及對歷史人物之感情巧妙糾結，成為一首極為特殊的作品。  

  起首二句，敘胡笳弄之來源。蔡琰（字文姬）漢末作〈胡笳十八拍〉，後

其衍為〈胡笳弄〉，便是詩中所謂的「胡笳聲」。「胡人落淚」二句，以對偶

筆法，進入歷史情境；引「胡人思慕文姬，捲盧葉為吹笳奏哀怨之音」及「漢

人派軍入胡，以贖回文姬」，間接描述琴聲之悲切。「古戍蒼蒼」二句，言〈胡

笳弄〉之悲切，有如此淒涼之象。其中古戍，指古邊塞；大荒，指極遠之地。

                                                 
   參見劉寶和《李頎詩評注》卷一（西安：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 5 月）頁 123。 
   參見劉寶和《李頎詩評注》卷二（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 5 月）頁 214。 
   關於本詩之詩題，有許多討論。施蟄存主張此題目應作〈聽董大彈胡笳聲兼語弄寄房給事〉因為《河嶽英靈集》

題名正是如此。詳見施蟄存《施蟄存文集第一卷：唐詩百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年 5 月），

頁 192 至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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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關塞、邊荒之地作襯托，藉此形容琴聲之悲切。「先拂商弦」二句，則寫

琴聲之音效。商為秋聲，非平和之音；角、羽亦甚悲切，句用「葉聲摵摵」形

容之，可謂神來之筆。 

  「董夫子」二句讚嘆琴技精湛，能驚動鬼神。「言遲更速」二句，言琴音

迅速，變化多端，而且迴環反覆，一聲一聲，皆情意盎然。「空山百鳥」為喻

句，譬喻琴聲既可疏鬆而又能綿密：「萬里浮雲」也是喻句，譬喻琴聲既能陰

鬱而又能清朗。兩句總和在一起，目的在寫琴聲之難以猜測。「嘶酸雛雁」以

下二句，則譬喻琴聲之悽愴嗚咽。其中「嘶酸雛雁」、「胡兒戀母」都兼具歷

史情境與音樂效果。前者關涉到文姬生活過的胡地，後者又關涉到文姬歸漢之

時，留下胡兒未能同行。  

  「川為淨其波，鳥亦罷其鳴」二句，用夸飾筆法，總寫琴聲不只感人，且

能撼動無知之物。「烏孫」句，引用烏孫公主劉細君遠嫁烏孫國之故事，寫琴

聲之悲愴。而〈烏孫公主〉，也是琴曲之曲目。至於「邏娑」，是吐蕃都城。

即今拉薩。「邏娑沙塵」用來形容琴聲之悽惻。  

  「幽音」以下四句，寫琴聲忽然由幽悽之聲，變為瀟灑之音。連串的形象

語：長風吹林、驟雨墮瓦、迸泉颯颯、木末蕭蕭、野鹿呦呦都是李頎「化虛為

實」的筆法，用以形容琴聲之多樣風格。  

  「長安」句以下，進入房給事，即其寄語之內容。「東掖垣」是房琯任職

門下省之地點。「鳳凰池」本喻指門下省，因門下省所在之地，接近中樞，多

承恩寵，故昵稱為鳳凰池。此指房琯所居位置，如身在鳳凰池。「高才脫略」

二句，先讚頌房琯之雅人深致、不拘小節，應能賞識董庭蘭之琴技，而日夕望

其來訪。其深層之用意，在推薦董庭蘭給房琯。  

  綜觀本詩之內容與手法，主要訴諸聽覺與視覺。李頎巧用形象語，化虛為

實，突出董庭蘭琴技之高明與琴聲之美妙。其中引述有關琴曲之典故，增添了

「胡笳聲」之歷史情境與歷史深度；其譬喻精妙，背景貼切。若非深於琴道，

無法寫得如此出神入化。全詩與董庭蘭琴技，同為千古藝術之奇觀。 

  至於〈聽安萬善吹觱篥歌〉，則為李頎另一首描述音樂的傑作。詩云：  

南山截竹為觱篥，此樂本自龜茲出。流傳漢地曲轉奇，涼州胡人為我吹。傍

鄰聞者多歎息，遠客思鄉皆淚垂。世人解聽不解賞，長飆風中自來往。枯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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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柏寒颼飀，九雛鳴鳳亂啾啾。龍吟虎嘯一時發，萬籟百泉相與秋。忽然更

作漁陽摻，黃雲蕭條白日暗。變調如聞揚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歲夜高堂

列明燭，美酒一杯聲一曲。  

按：所謂「觱篥」，是一種截竹成管，狀如喇叭之西域樂器，其形制有若今之

嗩吶，其音色甚為悲涼。安萬善，西域人，擅吹此種樂器。李頎在〈聽安萬善

吹觱篥歌〉中，以賞音能力作為主脈來結構全詩。起首「南山」二句，點出觱

篥之材料與出處。「流傳」二句轉入安萬善。謂此樂器自龜茲傳入漢地，曲式

轉奇。而安萬善另有新創，並為我吹奏，點明正題。  

  「傍鄰」二句，言聽者不同，感受也不一。鄰座或無羈旅之憂戚，所以聞

其吹奏，只是感嘆而已；遠客思鄉之人，無不聞聲垂淚。音樂之效果，感人之

力量。隨著欣賞者心境、履歷不同，而有差異。此亦知音人語。「世人」二句，

寫陽春白雪，知音者稀。好其音不解其意，此所以安萬善如長飆大風，自來自

往。無人解其妙音。  

  「枯桑」以下四句，訴諸聽覺意象，使用連串形象譬喻，將無形的觱篥之

樂，轉為有形的視覺形象，使安萬善吹觱篥之妙技，描述得活龍活現。詩謂安

萬善觱篥聲，忽而清肅，如枯桑老柏；忽而細碎，如雛鳳之啾啾；忽而高亢，

若龍吟虎嘯；忽而蕭颯，如秋日之百泉萬籟。長短縱橫、變化無端，極盡音樂

之妙。「忽然」四句，又改為訴諸視覺意象。言觱篥之聲，轉成悲壯蒼涼，有

如彌衡之〈漁陽〉摻撾；忽又變得有如黃雲蕭條、白日昏暗；忽又變得有如揚

柳春日之清新、上林繁花之明麗。其音聲變化，悲壯明暗，使聽聞者，感受不

盡。「歲夜」二句為此詩之尾聲。交代演奏之時間為除夕夜，由於美曲難以聽

聞，故每奏一曲，為浮一大白。  

  此詩與〈聽董大彈胡笳聲兼寄語弄房給事〉不論在寫作技巧與詩歌內容，

都極有特色。雜用有形物象以摹寫無形音樂是其共通之處。然而〈聽安萬善吹

觱篥歌〉較多使用形象譬喻；至於〈聽董大彈胡笳聲兼寄語弄房給事〉則除了

精闢使用聲音與視覺意象，更有歷史意象之鋪陳，使其情境深度更為增加。從

兩詩來看，李頎是一位音樂素養十分深厚的詩人。李頎音樂詩突出的成就，啟

發了以後唐人的音樂詩篇。後續有顧況之〈李供奉彈箜篌引〉、韓愈之〈聽穎

師彈琴〉、白居易之〈琵琶行〉、李賀之〈李憑彈箜篌引〉，雖然百花齊放，



．東海中文學報． 

 ．52．

後出轉精，然而李頎開啟之功，實在不可磨滅。  

(三)李頎之酬贈、送別詩 
  李頎詩歌中，比例最高，數量最多的是六十多首酬贈、送別詩。此因李頎

之交往關係極為廣泛，且重視友誼。交往的對象中，有當時重要的詩人王維、

王昌齡、高適、崔顥；有一般詩友綦毋潛、劉方平、裴迪、盧象、皇甫曾；也

有書法家張旭、名相劉晏、駙馬張垍；以及一般友人萬楚、萬齊融、陳章甫、

裴騰、朱放、張陻、梁鍠、喬琳、魏萬、穆元林、韓鵬、李同、劉迅、崔嬰、

王寧。由李頎篤於道術，結交對象還包括著名道士焦鍊師、張果，和一般道士

王道士、盧道士、暨道士等人。  

  李頎好任俠丈義，與之結交者，大多狂狷之士。狂狷之士通常都有好勝心，

期待為世所用；若理想無法實現，即有過激言行，甚至為俗世所不容。李頎在

〈贈張旭〉、〈送陳章甫〉、〈別梁鍠〉、〈放歌行答從弟墨卿〉諸詩中所述，

正是這種深具才略、卻放誕不羈、超群拔俗之狂士。如其〈別梁鍠〉云：  

梁生倜儻心不羈，途窮氣蓋長安兒。回頭轉眄似鵰鶚，有志飛鳴人豈知。雖

云四十無祿位，曾與大軍掌書記。抗辭請刃誅部曲，作色論兵犯二帥。一言

不合龍額侯，擊劍拂衣從此棄。朝朝飲酒黃公壚，脫帽露頂爭叫呼。庭中犢

鼻昔嘗挂，懷裏琅玕今在無。時人見子多落魄，共笑狂歌非遠圖。忽然遣躍

紫騮馬，還是昂藏一丈夫。洛陽城頭曉霜白，層冰峨峨滿川澤。但聞行路吟

新詩，不歎舉家無擔石。莫言貧賤長可欺，覆簣成山當有時。莫言富貴長可

託，木槿朝看暮還落。不見古時塞上翁，倚伏由來任天作。去去滄波忽復陳，

五湖三江愁殺人。   

梁鍠之生平不詳，《全唐詩》有小傳，謂：「梁鍠，官執戟，天寶中人。」其

餘資料全無。《全唐詩》卷二○二，收梁鍠詩十五首。《全唐詩》卷二○一收

錄岑參〈題梁鍠城中高居〉詩、《全唐詩》卷二三七也收錄錢起〈秋夕與梁鍠

文宴〉然篇幅皆短。李頎以七古長篇，描寫梁鍠，可以說是探索梁鍠之重要文

獻。  

  起首「梁生」二句，寫梁生性格倜儻，雖處窮途，仍然豪爽出群，此為全

                                                 
   參見劉寶和《李頎詩評注》卷二（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 5 月）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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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首「梁生」二句，寫梁生性格倜儻，雖處窮途，仍然豪爽出群，此為全

詩之綱領。「回頭」二句，寫梁鍠雖然英雄失志，仍似鵰鶚，氣吞斗牛，其志

豈凡人能知？「雖云」二句，緊承上意，謂梁鍠雖無祿位，也曾在軍中執掌書

記。「抗辭」四句，描述離開軍中之原委。原來梁鍠曾因故手刃部曲，又於論

兵之時，觸怒二帥。其不為變亂所震懾、不為權勢所屈服之性格十分明顯。「一

言不合」二句，寫其飄然遠引，維持住英雄之本色。「朝朝飲酒」以下，寫其

落拓之狀。飲酒叫呼，舒洩幽憤；庭中犢鼻，放浪形骸；然而琅玕在腹，光焰

猶在。  

  「時人」四句，謂俗人不知，共為嘲笑。然而梁生之落拓，實因不遇，並

非無能。如給與紫騮馬，供其馳騁，則仍是昂藏丈夫。「洛陽」四句，謂洛陽

城中，天候凜冽，曉冰滿川。然而寒風雖烈，不減松柏之性。梁生猶然行吟自

若，不歎舉家無糧。  

  「莫言」四句，謂世事無常，切莫攀附富貴而輕視貧賤。覆簣可以成山，

槿花則朝開暮落，富貴亦當如是，誰曰梁生不能貴顯？「不見」二句，謂塞翁

失馬，焉知非福？人生禍福，相依相倚，由來如此。「去去」二句，言人生雖

然不可能長期貧賤，然亦不宜度五湖、蹈三江，蓋世路險惡，長年倜儻不羈，

則將使人生愁。此為臨別之際，所生之惋嘆。 

  全詩看來，梁鍠實為英雄倜儻之士，縱然生計困窘，亦桀傲不馴、豪情萬

夫，其俠者的面貌，躍然紙上。此所以李頎雖欣賞其人格，亦不免憂心其未來

行止。至於李頎〈贈張旭〉所述則為另一位狂生。詩云： 

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露頂據胡床， 

長叫三五聲。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下舍風蕭條，寒草滿戶庭。 

問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瞪目視霄漢， 

不知醉與醒。諸賓且方坐，旭日臨東城。荷葉裹江魚，白甌貯香秔。 

微祿心不屑，放神於八紘。時人不識者，即是安期生。   

按張旭為草書名家，蘇州吳人。嗜酒，善草書，每醉後號呼狂走，乃下筆，或

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世呼為張顛。揚州人，兗州兵曹，與賀知

                                                 
   參見劉寶和《李頎詩評注》卷一（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 5 月）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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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張若虛、包融，號為吳中四士  。  

  此詩起首二句，總提其心性，謂其豁達嗜酒。「皓首」二句總提其特長，

謂其善草隸，稟太湖精氣，時稱「太湖精」。「露頂」四句寫其作書時狂放不

羈之狀。杜甫〈飲中八仙歌〉所云：「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

毫落紙如雲煙。」當即本於此。「下舍」四句，寫其窮困之狀，此呼應「豁達

無所營」之句意。「左手」四句，特舉其左持蟹螯、右執丹經之狀，寫其居常

狂態。「諸賓」四句，寫其雖諸賓在座，不改出城之約。葉裹江魚，甌貯香秔，

一副我行我素之狀。「微祿」四句，讚其不屑微祿，心意玄遠。世人不識，此

即仙人安期生。  

  李頎與高適交情極為深厚，對其為人所知甚多，可謂知音。其〈贈別高三

十五〉云： 

五十無產業，心輕百萬資。屠酤亦與群，不問君是誰。飲酒或垂釣， 

狂歌兼詠詩。焉知漢高士，莫識越鴟夷。寄跡棲霞山，蓬頭睢水湄。 

忽然辟命下，眾謂趨丹墀。沐浴著賜衣，西來馬行遲。能令相府重， 

且有函關期。僶俛從寸祿，舊遊梁宋時。皤皤邑中叟，相候鬢如絲。 

官舍柳林靜，河梁杏葉滋。摘芳雲景晏，把手秋蟬悲。小縣情未愜， 

折腰君莫辭。吾觀聖人意，不久召京師。   

按此詩可分為三大段。「五十無產業」以下十句為第一段，寫高適尚未得官時

落拓之狀。起首謂其五十尚無產業，卻心輕雄貲。可見其才高志大，並不急於

富貴。「屠酤」二句謂高適能交貧賤，雖屠酤亦可為群。「飲酒」四句，謂高

適飲酒垂釣，狂歌詠詩；不知漢有高士，不識越有鴟夷（范蠡）；寄身在棲霞

山，蓬頭突鬢，往來睢水之間。此寫其英雄落魄之狀。綜觀上述，高適狂放縱

恣、耿介拔俗，慷慨有大志之狂士形象，可謂歷歷在目。 

  自「忽然辟命下」以下十句為第二段，勉其勿負眾望。首先敘其忽然釋褐

為封丘尉，將應召入朝。「沐浴」四句，謂其雖接辟命，卻遲遲其行。雖知道

高適不急於赴任，然既為相府所重，又有涵關之期，宜於早發，故勉其速行。

                                                 
   有關張旭之事蹟，李肇《國史補》卷上、《舊唐書‧文苑傳》卷一九○〈賀知章傳〉也有紀錄，然皆不及此詩

之徵引生活細事，鉤勒出清貧生活與傲岸不屈之性情；形象鮮活，栩栩如生，誠為人物素描之傑作。 
   參見劉寶和《李頎詩評注》卷一（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 5 月）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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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僶俛」以下，謂其昔日遊于梁宋，如今舊友尚在；邑中老友，皆已皤皤；朝

中相候，也鬢髮如絲。這是勉高適遊於舊友相侯，勿辜負其意。  

  「官舍柳林靜」以下八句為第三段，先是點染送別情景，然後以高適遲早

即會升官，乃勸勉其屈就卑職。  

  再如裴騰，也是一位性格十分突出的人物。李華〈三賢論〉即謂：「河東

裴騰士舉，精朗邁直，弟霸士會，俊清不雜。」可見裴騰裴霸兄弟，皆為豪爽

之士。李頎〈送裴騰〉詩言：  

養德為眾許，森然此丈夫。放情白雲外，爽氣連虯鬚。衡鏡合知子， 

公心誰謂無。還令不得意，單馬遂長驅。桑野蠶忙時，憐君久躑躕。 

新晴荷卷葉，孟夏雉將雛。令弟為縣尹，高城汾水隅。相將簿領閒， 

倚望恆峰孤。香露團百草，紫梨分萬株。歸來授衣假，莫使故園蕪。   

「養德」二句讚揚裴騰是一位有節操的大丈夫。「放情」二句，謂其非仕宦中

人。故能放情白雲、虯鬚爽氣。這是為前句作注。「衡鏡」二句，以衡、鏡為

喻，謂世間仍有公心，不愁世間無知音者。「還令」四句，憐惜裴騰有才，卻

落拓不遇，遂見其單馬長驅，無所聊賴；桑野蠶忙之時，頗憐其徘徊難行。此

極為憐惜之意。「新晴」二句，以景托情，不勝美人遲暮之感。藉以形容對裴

騰之疼惜。「令弟」二句，言其弟身為縣尹，有高城、汾水之清譽；且與裴騰

同調，施政清檢，有如恆山之值得倚望。「香露」四句，寄望其秋後即返，勿

使故園荒蕪。  

  除了超群拔俗之狂士，李頎詩中描寫得比較多的還有高人逸士。這些人往

往有所不為，以致於被世人所遺落，而他們也寧願「隱居以求其志」、「迴避

以全其道」。例如綦毋潛便是一個例子。李頎〈題綦毋校書別業〉云：  

常稱挂冠吏，昨日歸滄洲。行客暮帆遠，主人庭樹秋。豈伊問天命， 

但欲為山遊。萬物我何有，白雲空自幽。蕭條江海上，日夕見丹丘。 

生事非漁釣，賞心隨去留。惜哉曠微月，欲濟無輕舟。倏忽令人老， 

相思河水流。   

                                                 
   參見劉寶和《李頎詩評注》卷一（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 5 月）頁 57。 
   參見劉寶和《李頎詩評注》卷一（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 5 月）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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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毋潛字季通，荊南人。開元十四年登進士第，由宜壽尉入為集賢待制，開元

末任著作郎。與張九齡、王灣、王維、盧象等有詩歌往還。天寶初棄官，還江

東隱居。此詩「常稱」二句，寫其棄官，歸隱滄洲。「行客」為行客來訪，正

值秋日。「豈伊」謂其並非知天命而如此，但為喜愛山林。  

  「萬物」二句，謂萬物皆非我有，豈止白雲如此？「蕭條」二句，謂江海

蕭條，日夕丹丘。隱者酷愛山水林泉，理應甘於寂寞。「生事」二句，謂其非

以漁釣為事，隨物俯仰，忘懷去留可也。「惜哉」二句，謂隱居山林，徒耗歲

月。而求官無門，徒呼奈何。「倏忽」二句，以歲月不居，難以挽留，唯相思

如水流，纏綿不斷。  

  李頎盛稱隱逸，其〈漁父歌〉中，描述漁父潔身自好，似為李頎心目中隱

者之風範。但是李頎辭官歸隱，並非出於本願；而綦毋潛之隱居江東，似乎也

是如此。因此詩中有「生事非漁釣，賞心隨去留」之語。其後綦毋潛得以復出，

而李頎則未能如此，由於兩人之處境相似，因此詩中也多了些惺惺相惜之意。 

  綜觀李頎之酬贈、送別詩，寫出眾多盛唐時期的狂生、逸士。這一類詩篇，

不只作為應酬詩，對不同境遇之友朋，表達問候、勸慰、砥礪與關懷而已，還

兼具紀錄其處世抱負、描述其人格形象之功能。因此可以視為「人物詩」亦不

為過。李頎常選取典型事件加以渲染，並深入到這些友人的生活細節，使其胸

襟、懷抱、思想、性格甚至外貌、氣象都能傳神寫真。對於盛唐人物之考察，

也別具史料意義。 

六、李頎詩之評價問題 

  李頎經常被視為邊塞詩人，此種看法不能算是錯誤。因為學界大致認定邊

塞的內容應包括：邊塞戰爭或與邊戰有關的行軍生活、送別酬答；邊塞風光，

邊塞景物；邊地風土、民情與民族交往  。就此角度來看，李頎至少有七首

詩涉及這些項目。這七首詩又可以分為三種狀況：其一是以類似詠史的形式，

借古諷今之邊塞詩。如其七言古風〈古從軍行〉。其二是有感而發的邊塞詩。

例如：〈聽安萬善吹觱篥歌〉。其三是借題發揮的邊塞詩。如：〈崔五六圖屏

                                                 
   參閱蕭澄宇〈唐代邊塞詩評價的幾個問題〉收錄於《唐代邊塞詩論文選粹》(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 頁 19 至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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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各賦一物得烏孫佩刀〉。  

  然而〈聽安萬善吹觱篥歌〉之重心，其實在音樂的部分；〈崔五六圖屏風

各賦一物得烏孫佩刀〉，其實是根據屛風上一幅圖畫，借題發揮，敷衍成篇。

真正符合標準的只有五首，其詩歌形式五古、五律、七古兼而有之。其中五言

古風〈塞下曲〉、〈古塞下曲〉各一首；七言古風〈古從軍行〉、〈古意〉各

一首；五言律詩〈塞下曲〉一首，全都使用漢代樂府古題，沒有任何新題樂府。

質實而言，李頎以五古及五律寫成之〈塞下曲〉只是從主觀角度，對塞下少年

戰士所作的素描。而其七古〈古意〉，是根據古代已經題詠之邊塞題材，重新

改寫，其實是「擬古詩」。至於五古〈古塞下曲〉與七古〈古從軍行〉，由於

有各「古」字，依照慣例，其實也是「擬古詩」。加以李頎從未到過邊塞，只

能運用主觀想像、間接反映塞外風光以及戰爭場面，而非親臨實境的寫實作品。 

  即以最為後世所樂道的名作〈古從軍行〉為例，詩中「交河」、「刁斗」、

「公主琵琶」、「遮斷玉門關」、「輕車將軍」、「葡萄入漢家」涉及的都是

漢代史實。漢代樂府古辭〈從軍行〉大半在書寫「軍旅苦辛」，雖然「以漢代

唐」是盛唐人寫邊塞詩之通例，但是李頎〈古從軍行〉之寫作目的其實不在描

寫邊塞，而是運用才學，敷衍漢代史事（特別著意於「軍旅苦辛」），藉此表

達對朝廷連年用兵境外之看法。就此而言，〈古從軍行〉其實是一首「擬古抒

懷」之作、甚至於也可以視為一首「詠史詩」  。  

  李頎其實不應視為邊塞詩人，其歷史地位建基在其他方面。唐．殷璠《河

嶽英靈集》卷上云：  

頎詩發調既清，修辭亦秀，雜歌咸善，玄理最長。至如〈送暨道士〉云：「大

道本無我，青春長與君。」又〈聽彈胡笳聲〉云：「幽音變調忽飄灑，長風

吹林雨墮瓦。迸泉颯颯飛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足可歔欷，震盪心神。

  

可知殷璠特別注意的地方是李頎詩的「發調」與「修辭」，對其「雜歌」與「玄

                                                 
   以上之觀點，新近得自大陸學者朱鳳相之論文。詳參朱鳳相〈一首借古寫今緣情寫景的邊塞詩—李頎古從軍行

新解兼談他的邊塞詩創作〉《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 7 月（總第 27 卷第 4 期）頁 53
至 56。 

   見唐．殷璠《河卷嶽英靈集》卷上語。參李珍華、傅璇琮合撰《河嶽英靈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9 月）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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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也十分推崇。再看殷璠引述的作品是〈送暨道士〉及〈聽董大彈胡笳聲兼

寄語弄房給事〉，《河嶽英靈集》收錄唯一的邊塞詩是〈古意〉，而〈古從軍

行〉並未入選。如果李頎的歷史地位不在邊塞詩，那麼個人覺得應該是在描寫

音樂與描述人物形象的酬贈、送別詩。  

  李頎在描寫音樂的詩篇中，發揮了卓越的創造力，透過可理解的語言意象

供讀者想像，使董庭蘭、安萬善高超的樂技與出群的境界，都可以讓千古讀者

鮮明而準確地領受。這樣的創造高度，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考慮到李頎對後世

詩人韓愈、元稹、白居易、李賀等描述音樂詩篇的啟發，則李頎在音樂文學的

地位，應該是很高的。 

  至於李頎在描寫人物形象的酬贈、送別詩中，同樣有極高的創造力。李頎

在這些詩中突破了偏重古人與女性的人物詩傳統，將焦點放在身邊接觸的眾多

友人。這些人不論是樂師、藝人、狂士、道徒都是既富於典型性，又是如此的

特立獨行、氣慨不凡。其風格多樣，有豪放，有悲慨，有高古，也有雄渾  。

〈緩歌行〉與〈答高三十五留別便呈于十一〉、〈贈張旭〉最能顯示其豪放之

風格。〈題綦毋校書別業〉、〈送崔侍御還京〉之充滿悲慨；〈同張員外諲酬

答之作〉、〈送王道士還山〉之高古；〈聽董大彈胡笳聲兼寄語弄房給事〉、

〈聽安萬善吹觱篥歌〉之大氣磅礡，雄渾奔放，雖然這些詩，別有絕詣，至少

表面上還是用來酬贈送別，所以就詩歌題材而言，李頎在酬贈、送別詩方面有

所突破，可以在文學史上擁有一份崇高的地位。  

  從明清詩話資料來觀察，李頎是以七言歌行與七律受到詩論者的推崇。

明．顧璘《批點唐音》云：「李頎不善五言，而善七言，故歌行與七言皆有高

處。」  明．陸時雍《唐詩鏡》亦云：「李頎七律，詩格清鍊，復流利可誦，

是摩詰以下一人。」  相當能夠代表明人的觀點。  

  清初王夫之《唐詩評選》對李頎詩，十分厭惡，比為「朽木敗鼓」其《唐

詩評選》卷五又重申： 

吾於唐詩深惡李頎，竊附孔子惡鄉原之義，睹其末流，蓋思始禍，區區子羽

                                                 
   見李迎春〈論李頎詩歌的藝術風格〉《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9 年第 1 期（總 55 期），

頁 19 至 24。 
   轉引自陳伯海海主編《唐詩論評類編》（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 年 1 月）頁 1025 至 1029。 
   轉引自陳伯海海主編《唐詩論評類編》（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 年 1 月）頁 1025 至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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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流，不足誅也。   

王夫之可能是看到明末文人不善學唐詩，因而有此苛評。清．沈德潛在《唐詩

別裁集》卷十三，則有比較公允之評論：  

東川七律，固難與少陵、右丞比肩，然自是安和正聲。自明代嘉、隆諸子奉

為圭臬，又不善學之，只存膚面，宜招毛秋晴太史之譏也。然譏諸子而掃東

川，毋乃因咽而廢食乎？   

揆諸實際，李頎之五律不比七律差，至於五古則因雜用律體，因此受到清人的

批評。七古則備受推崇，殆無疑義。賀貽孫《詩筏》說得好：「唐李頎詩雖近

於幽細，然其氣骨則沈壯堅老，使讀者從沈壯堅老之內領其幽細，而不能以幽

細名之也。惟其如此，所以獨成一家。」李頎的七古，「每於人不經意處忽出

奇想，令人心賞其奇逸，而不知其所從來者。新鄉七律，篇篇機宕神遠，盛唐

妙品也。 」 也許正是這種地方，觸動歷代讀者，為之嘆服，以為曠世絕倫。 

七、結語 

  總結而言，李頎以其突出的性情、才調與詩歌風貌，在盛唐時期，為詩家

所重。從《國秀集》、《河嶽英靈集》兩等唐人選唐詩中，可以旁證在盛唐壇，

李頎擁有不可忽略的名氣與份量。國內學界對李頎詩的討論，大致因為〈古從

軍行〉一詩之流傳，便以「邊塞詩人」看待。其實李頎既無塞外經歷，仕履亦

與邊地無涉；其詩另有勝處，僅給予「邊塞詩人」之稱號，其實並不公允。從

詩論資料來看，李頎係以七古與律體見稱於當世，也因此贏得千秋之名。從當

代之視角來看，其描寫音樂、人物與應酬、贈別詩篇，毋寧更加值得研究與賞

鑑。本文對李頎傳世詩篇重加引述、評析，或可免於誤解李頎之創作成就，還

其應有的歷史地位。  

 

                                                 
   轉引自陳伯海海主編《唐詩論評類編》（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 年 1 月）頁 1025 至 1029。 
   參見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十三，（長沙：岳麓書社，1998 年 2 月）頁 301 
   此清．賀裳詩筏之語。轉引自陳伯海海主編《唐詩論評類編》（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 年 1 月）頁 1025
至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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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Li Chi’s Poetry 

Lee, Chien-Kun∗ 

【Abstract】 

  The studies of Li Chi in Taiwan academia were few in number. Overall, they 

regard him as a poet writing on the frontier issues, and introduce by passing only 

as one member among the “frontier poets” in Tang poetry. This article will look 

into the poems of Li Chi and re-evaluate them.  

  This article consists of preface and 5 parts: Part I introduces Li Chi’s life and 

provides a general view of his works; Part II delineates Li Chi’s emotional life and 

his attitude towards the world; Part III presents some of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 poems of frontier, music, exchange, and provides explication of them in detail. 

Finally the author will venture a re-evaluation of Li Chi’s poetry and elaborate on  

where Li Chi stands in the history of Tang poetry, as well as how and why.  
 
 
Keywords: Li Chi  East River  Frontier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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