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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胡笳十八拍〉集句詩之書寫及其歷史意義 

 

衣若芬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學 中文系 

(刊於《浙江大學學報》42 卷 1 期 (2012 年 1 月) ，頁 128-138。) 

 

關鍵詞： 蔡琰  胡笳十八拍 集句詩 王安石 李綱 文天祥 

提要 

 

東漢女詩人蔡琰為蔡邕之女，先嫁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西元 194 至 195

年，異族南侵，被擄於胡地，嫁匈奴，居胡地十二年，生二子。其後曹操感念與蔡邕

之舊誼，以重金將蔡琰贖回，再嫁董祀為妻。蔡琰感傷身世，作詩悲懷。 

傳世為蔡琰的作品，有五言體和騷體的〈悲憤詩〉，以及〈胡笳十八拍〉。〈胡

笳十八拍〉雖然不能斷定為蔡琰所作，由其文字內容觀察，作者十分貼近蔡琰的心靈

聲音。蔡琰之後，唐代劉商續寫〈胡笳十八拍〉；宋代則有王安石、李綱和文天祥等

人的集句詩。 

王安石集句詩又稱「荊公體」，〈胡笳十八拍〉為其中巨製，是王安石在「以文

為戲」的創作觀念下，嚴謹從事，「用全力出奇」之佳構。具有「創作迅速」、「對

偶工巧」、「改易前人詩句」的特色。 

李綱寫〈胡笳十八拍〉的動機不在替蔡琰增添悲憤之聲，而是澆個人胸中塊壘。

就作品的藝術成就而言，李綱〈胡笳十八拍〉的各拍之間沒有明顯的敘事時間架構，

全篇意象與典故十分集中，時見輾轉重覆，不像蔡琰流暢陳辭，也不如王安石渾然天

成。 

文天祥〈胡笳曲〉較王安石和李綱的集句詩更具有音樂性，160 句全援引杜甫詩。

〈胡笳曲〉融合了蔡琰和杜甫詩的格調，將王安石嚴謹的集句模擬、李綱的藉詩言史，

融合為兼具忠愛與親情的詩篇。 

在作品內容方面，王安石客觀描寫蔡琰故事；李綱則全無蔡琰史實；文天祥藉蔡

琰遭遇寫個人離亂身世，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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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作品，游離於第一稱的自述口吻與旁觀者的全知視角，基本上仍不脫模

擬蔡琰的語氣和敘事結構。李綱的作品，有意將蔡琰的故事成份抹去，排除敘述亂世

女子的生平遭遇，轉而以安史之亂為時代比喻。到了文天祥的筆下，與蔡琰痛別二子

的無奈和不幸感同身受，既具宏觀的歷史描繪，也道出了個人的不盡悲涼憤慨。 

總結李綱和文天祥的〈胡笳十八拍〉集句詩的歷史意義，歸納為三個要點： 

延續王安石的〈胡笳十八拍〉集句手法，仿傚蔡琰自述亂離身世的敘事模式。 

確立杜甫的文學地位，推崇杜詩為集句詩寫作的取材典範。 

實踐「以詩為史」，擴大「詩史」的指涉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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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ations for Southern Song’s Poem “Hu Jia Shi Ba Pai”( “Eighteen Songs of a 

Nomad’s Flute”) and thei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bstract 

 

I, Lo-Fen 

 

Division of Chines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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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ms, Wang An-Shi, Li Gang, Wen Tian-Xiang 

 

Cai Yan, daughter of Cai Yong, was a renowned poet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fter 

Cai Yan’s husband Wei Zhong Dao had passed away, she went back to her parents’ home 

because she did not manage to bear any children. In 194-195AD, during the Hun Invasion, 

Cai Yan was then captured by them for twelve years. While in captivity during this period, 

she had two children. After which, Cao Cao, a long time friend of Cai Yong, offered to 

redeem Cai Yan out of respect and gratitude for his old friend and married her off to Dong Si. 

Throughout this period Cai Yan had much grievance about her whole life, thus the reason to 

write this poem for remembrance. 

 

There were speculations amongst the people which lead them into believing that there 

were three poems which were attributed to Cai Yan, namely two versions of “Bei Fen Shi” 

and “Hu Jia Shi Ba Pai”. However, there are some debates ove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real 

author for “Hu Jia Shi Ba Pai”. As the poem was believed to be very close to Cai Yan’s 

sentiments and thoughts, many have argued that she was the actual author based on the 

content and vocabulary used in the poem. Subsequently, there were more poets adop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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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title “Hu Jia Shi Ba Pai”, such as Liu Shang in the Tang Dynasty; along with Wang An 

Shi, Li Gang and Wen Tian Xiang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Ji Ju Shi” which was also known as the “lines collection poems”, which was 

written by Wang An Shi are known to be “fast paced”, “good in antithetic parallelism” and 

“better than the original writer”. His writing style for lines collection poems were recognized 

as “Jing Gong Ti” and his version of “Hu Jia Shi Ba Pai” is considered one of his many 

remarkable works. Wang An Shi was well known for his display of quirkiness in his poem, 

being able to create one with no difficulty and still remained composed while crafting a 

poem. 

 

Li Gang’s version of “Hu Jia Shi Ba Pai” was not created to help Cai Yan express her 

sorrow, but to express his own feelings instead. Based on the artistic achievement, this 

version of “Hu Jia Shi Ba Pai” did not have a clear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image of the 

whole poem was very concentrated and it had a lot of obscure literary allusions. However, 

some of the literary allusions used in the poem were repetitive; therefore Li Gang’s version 

of “Hu Jia Shi Ba Pai” was not as fluent as Cai Yan’s and as natural as Wang An Shi’s.      

 

Comparatively, Wen Tian Xiang’s version of “Hu Jia Qu” was more musically inclined 

than Wang An Shi’s and Li Gang’s version of which one hundred and sixty lines of poem 

were all quoted from Du Fu’s poems. “Hu Jia Qu” combined the styles from both Cai Yan 

and Du Fu, which was then mixed with Wang An Shi’s meticulous way of lines collective 

writing style, followed by Li Gang’s intention of “writing poems to express history”.  

Therefore we can deem the poem “Hu Jia Qu” as a work that integrates and embodied 

loyalty, love and affection within one poem. 

 

As for the content of these three poems, Wan An Shi adopted an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to describe Cai Yan’s life story; whereas in Li Gang’s version he did not include any 

historical facts about Cai Yan; and in another example Wen Tian Xiang was using Cai Yan’s 

tragic experience to describe his own turmoil and vagrant life. These respective content in 

the three poems was unique in their own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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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Wang An Shi’s version of “Hu Jia Shi Ba Pai”, there were occasions when he used 

the first person perspective to narrate the story, and sometimes he would change to the 

observer’s omniscient perspective. In general, his narrative tone and structure was quite 

similar to Cai Yan’s “Hu Jia Shi Ba Pai”. In Li Gang’s version of “Hu Jia Shi Ba Pai”, the 

author purposely eliminate the content of Cai Yan’s tragic life experience, and made use of 

the structure to narrate the history of the “An Shish Rebellison”. In Wen Tian Xaing’s 

version of “Hu Jia Qu”, as the author had encountered the same tragic experience of 

separation from his children as Cai Yan, h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narrate his empathy. In 

this way, Wen Tian Xiang had not only portrait a macro-historical picture, but also painted 

out his own endless frustration and bitterness.  

 

This paper aims to focus on discussing Li Gang’s and Wen Tian Xiang’s version of 

“Hu Jia Shi Ba Pai” and how they were used in comparison with Cai Yan’s original poem. In 

conclusion, both versions of “Hu Jia Shi Ba Pai” have three significant main points: 

1. A continuation of Wang An Shi’s “Hu Jia Shi Ba Pai” writing style, which imitates 

how Cai Yan narrates her tragic life experience.   

2. Establish the status of Du Fu’s literary, promote his poems as the classic example of 

lines collection poems. 

3. Fulfill the concept of “reflecting history in poetry” and expand the referral meaning 

of it. 

 

 

一、 前言 

傳為東漢女詩人蔡琰作的組詩〈胡笳十八拍〉在唐代曾有劉商作同題之詩，宋代

文人王安石(1021-1086)、李綱(1083-1140)和文天祥(1236-1283)則以集句詩的形式創作

〈胡笳十八拍〉。 

關於王安石〈胡笳十八拍〉詩，筆者已有專文探討1，該文分析了王安石〈胡笳十

八拍〉詩的內容以及摘集詩句的出處，得知 156 句的王安石〈胡笳十八拍〉詩，除了 3

                                                 

1
 衣若芬：〈嚴謹的遊戲：王安石〈胡笳十八拍〉詩論析〉，「第六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成都：四川大學，2009 年 10 月 22-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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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未詳出處，某些文字稍有參差，幾乎都能查出原作。其中最常引述的是杜甫(712-770)

詩，計 38 次，其次是蔡琰 15 次，其中 4 次是〈悲憤詩〉，11 次是〈胡笳十八拍〉。

再次是劉商〈胡笳十八拍〉13 次；韓愈 13 次；張籍 11 次；集自己的詩句有 9 次之多。

此外，比較了王安石和蔡琰〈胡笳十八拍〉詩的敘事結構，論及王安石集句詩寫作具

有「迅速」、「對偶工巧」、「更動前人詩句」的特色。王安石集句詩又稱「荊公體」，

〈胡笳十八拍〉為其中巨製，是王安石在「以文為戲」的創作觀念下，嚴謹從事，「用

全力出奇」之佳構。 

繼王安石〈胡笳十八拍〉集句詩之後，李綱和文天祥的〈胡笳十八拍〉已經擺脫

了摘擇前人詩句重組的遊戲心態。本文從〈胡笳十八拍〉集句詩的書寫脈絡觀察李綱

和文天祥的作品對蔡琰〈胡笳十八拍〉的轉寫情形，關注杜甫在宋代的典範化過程，

析論兩人〈胡笳十八拍〉作品的歷史意義。 

 

二、 李綱：憂國的悲鳴 

李綱，字天紀，一字伯紀，別號梁溪先生，邵武 (今福建省) 人，宋徽宗政和二年

(1112)進士。高宗建炎元年(1127) 拜相，為南宋首位宰相，不過在位僅七十五天，即

因與權臣黃潛善 (1078-1130) 、汪伯彥 (1069-1141) 不合而罷。李綱與李光

(1078-1159)、趙鼎(1085-1147)、胡銓(1102-1180)並稱為「南宋四名臣」。〈胡笳十八

拍〉為其三十首集句詩之長篇巨製2，作於罷相後的建炎二年(1128)，時年 46 歲。3
 

李綱〈胡笳十八拍〉詩序云： 

昔蔡琰作〈胡笳十八拍〉，後多倣之者。至王介甫集古人詩句爲之，辭尤麗縟悽

婉，能道其情致，過於創作，然此特一女子之故耳。靖康之事，可爲萬世悲。暇

日效其體集句，聊以寫無窮之哀云。4 

可知李綱有意踵繼王安石而作。然而，不像王安石藉蔡琰的詩歌體製和敘事模式，以

集句詩的手法為蔡琰故事譜寫新曲，所謂「能道其情致，過於創作」，李綱寫〈胡笳

十八拍〉的動機不在替蔡琰增添悲憤之聲，而是澆個人胸中塊壘。李綱明白道出：這

十八拍是為慨嘆江山變色，屈於一隅的「靖康之難」。 

                                                 

2
 關於李綱的三十首集句詩，參看李淑芳《李綱詩詞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1994 年碩

士學位論文，第 50-51 頁。李淑芳《宋室南渡前後詩詞衍變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2001

年博士學位論文，第 306-307 頁。 

3
 趙效宣：《宋李天紀先生綱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 年，第 117 頁。 

4
 李綱：《李綱全集》卷二十一，王瑞明點校，長沙：岳麓書社，2004 年，第 2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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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一般將李綱的政治生涯分為三個時期：自中進士至宣和六年(1124)為初仕文

官時期；宣和七年至建炎元年拜相為領軍抗金時期；建炎二年至紹興十年(1140)去世為

謫放流離時期5。宣和七年至建炎元年，李綱共上兩百餘道奏摺和劄子議論國事，參與

徽宗內禪，輔佐欽宗，職掌保衛京師抵禦金兵戰役，並前往南京(今河南商丘)奉迎退位

的徽宗返回京師。6
 

靖康元年(1126)年底，徽宗、欽宗及宗室婦女數千人被金人拘執，至第二年陸續押

解北上的「靖康之難」，是北宋國祚衰亡的致命一擊，也是李綱一生展現竭盡忠貞，

名垂青史的關鍵，在李綱的奏議和《傳信錄》、《建炎進退志總敘》、《建炎時政記》

等著述中，都有詳細的記載。相較於歷史文獻性質的著述，李綱以詩記史的作品也頗

為可觀，例如〈建炎行〉云：「金寇初犯闕，太歲在丙午。殊恩擢樞廷，愧乏涓埃補。…

鑾輿幸沙漠，妃后辭禁篽。皇孫與帝子，取索及稚乳。…」7並且時露躊躇滿志之語：

「手斬可汗羈可敦，天旋日轉還兩君。」8
 

〈胡笳十八拍〉詩敘及「靖康之難」，一樣高昂慷慨，而在激越的情緒底層，則

隱含著天不假人的無奈與憾恨基調。且看其中前五拍的內容及其典故出處： 

第一拍 

四海十年不解兵9，朝降夕叛幽薊城10。殺氣南行動天軸11，犬戎也復臨咸京12。鐵

馬長鳴不知數
13
，虜騎憑陵雜風雨

14
。自是君王未備知

15
，一生長恨奈何許

16
。  

                                                 

5
 李綱之生平與文學、政治成就，可參看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009 年，下冊，第 156-162 頁。王水照，熊海英：《南宋文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0-33 頁。鄭淑榕《李綱及其詩詞創作研究》，福建師範大學 2006 年碩士學位論文。張

豐：《李綱研究》，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研究所 2007 年碩士學位論文。鄭芳祥：《北

宋中至南渡初期政論與史論演變研究》，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2009 年博士學位論文。 

6
 任崇岳：《宋徽宗：北宋家國興亡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 年。游彪：《靖康之變

──北宋衰亡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7
 李綱：〈建炎行并序〉，《李綱全集》卷十九，第 253-257 頁。 

8
 李綱：〈淵聖皇帝賜寶劍生鐵花感而賦詩〉，《李綱全集》卷二十，第 266 頁。 

9
 杜甫：〈釋悶〉，《全唐詩》卷二二○，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第 5 刷，第 2326 頁。 

10
 李白：〈猛虎行〉，《全唐詩》卷一六五，第 1713 頁。 

11
 杜甫：〈後苦寒行二首〉之二：「殺氣南行動地軸」，《全唐詩》卷二二二，第 2365 頁。 

12
 杜甫：〈釋悶〉，《全唐詩》卷二二○，第 2326 頁。 

13
 杜甫：〈黃河二首〉之一，《全唐詩》卷二二八，第 2481 頁。 

14
 高適：〈燕歌行〉：「胡騎憑陵雜風雨」，《全唐詩》卷二一三，第 22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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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拍 

黑雲壓城城欲摧17，赤日照耀從西來18。虜箭如沙射金甲19，甲光向日金鱗開20。昏

昏閶闔閉氛祲21，六龍寒急光徘徊22。黄昏胡騎塵滿城23，百年興廢吁可哀24。 

第三拍 

千乘萬騎出咸陽25，百官跣足隨天王26。翠華搖搖行復止27，黄塵暗天道路長28。金

盤玉筯無消息29，色難腥腐餐風香30。晚將末契託年少31，遂令再往之計墮渺茫32。  

第四拍 

                                                                                                                                                       

15
 李商隱：〈人欲〉：「卻是君王未備知」，《全唐詩》卷五三九，第 6147 頁。 

16
 韓愈：〈感春四首〉之一，《全唐詩》卷三三八，第 3792 頁。 

17
 李賀：〈雁門太守行〉，《全唐詩》卷三九○，第 4395 頁。 

18
 杜甫：〈晚晴〉，《全唐詩》卷二二二，第 2365 頁。 

19
 李白：〈胡無人〉，《全唐詩》卷一六二，第 1688 頁。 

20
 李賀：〈雁門太守行〉，《全唐詩》卷三九○，第 4395 頁。 

21
 杜甫：〈久雨期王將軍不至〉，《全唐詩》卷二二二，第 2363 頁。 

22
 杜甫：〈晚晴〉：「六龍寒急光裴回」，《全唐詩》卷二二二，第 2365 頁。 

23
 杜甫：〈哀江頭〉，《全唐詩》卷二一六，第 2268 頁。 

24
 蘇軾：〈法惠寺横翠閣〉：「更堪哀」，收於黃瑞云選注，《兩宋詩三百首》，鄭州：中州古籍

出版社，1997 年，第 69 頁。 

25
 杜甫：〈憶昔二首〉之一：「千乘萬騎入咸陽」，《全唐詩》卷二二○，第 2324 頁。 

26
 杜甫：〈憶昔二首〉之一，《全唐詩》卷二二○，第 2324 頁。 

27
 白居易：〈長恨歌〉，《全唐詩目》第七函第三冊卷十二，《全唐詩》卷四三五，第 4819 頁。 

28
 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七歌〉之三：「胡塵暗天道路長」，《全唐詩》卷二一八，第 2298

頁。 

29
 杜甫：〈野人送朱櫻〉，《全唐詩》卷二二六，第 2447 頁。 

30
 杜甫：〈寄韓諫議〉，《全唐詩》卷二二○，第 2324 頁。 

31
 杜甫：〈莫相疑行〉，《全唐詩》卷二二○，第 2330 頁。 

32
 韓愈：〈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坐令再往之計墮眇芒」，《全唐詩》卷

三四○，第 3815 頁。又見王安石〈胡笳十八拍〉第十八拍。王安石：《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

集》卷三十七，收於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第 14 冊，北京：線裝書局

，2004 年，第 4 頁，總頁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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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簳精堅胡馬驕
33
，猛蛟突獸紛騰逃

34
。春寒野陰風景暮

35
，塵埃不見咸陽橋

36
。中

原格鬬且未歸37，隴山蕭瑟秋雲高38。安得壯士兮守四方39，一豁明主正鬱陶40。 

第五拍 

漢家離宫三十六41，緩歌慢舞凝絲竹42。鐵騎突出刀槍鳴43，驚破霓裳羽衣曲44。明

眸皓齒今何在45，細柳青蒲為誰綠46。桃花依舊笑春風47，風動落花紅蔌蔌48。  

李綱〈胡笳十八拍〉詩和王安石〈胡笳十八拍〉一樣，總共 156 句，其中源出於

杜甫詩者 109 句；出於王安石者 14 句，其中 11 句與王安石〈胡笳十八拍〉重疊49。出

於李白者 7 句；出於白居易者 7 句，其中 5 句出自〈長恨歌〉。仔細分析李綱援用的

109 句杜甫詩，如前文羅列的前五拍內容，不難發現這些杜甫詩句大多涉及安史之亂，

                                                 

33
 李白：〈胡無人〉：「筋幹精堅胡馬驕」，《全唐詩》卷一六二，第 1688 頁。 

34
 杜甫：〈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全唐詩》卷二二二，第 2361 頁。 

35
 杜甫：〈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全唐詩》卷二一六，第 2259 頁。 

36
 杜甫：〈兵車行〉，《全唐詩》卷二一六，第 2254 頁。 

37
 杜甫：〈閬山歌〉，《全唐詩》卷二二○，第 2327 頁。 

38
 杜甫：〈近聞〉，《全唐詩》卷二二一，第 2333 頁。 

39
 劉邦：〈大風歌〉，《史記》卷二十四，樂書第二，台北：鼎文書局，1981 年，第 1175 頁。 

40
 杜甫：〈久雨期王將軍不至〉，《全唐詩》卷二二二，第 2363 頁。。 

41
 駱賓王：〈帝京篇〉，《全唐詩目》第二函第三冊卷一，《全唐詩》卷七七，第 834 頁。 

42
 白居易：〈長恨歌〉，《全唐詩目》第七函第三冊卷十二，《全唐詩》卷四三五，第 4818 頁。 

43
 白居易：〈琵琶行〉，《全唐詩目》第七函第三冊卷十二，《全唐詩》卷四三五，第 4821 頁。 

44
 白居易：〈長恨歌〉，《全唐詩目》第七函第三冊卷十二，《全唐詩》卷四三五，第 4818 頁。 

45
 杜甫：〈哀江頭〉，《全唐詩》卷二一六，第 2269 頁。 

46
 白居易：〈九日宴集醉題郡樓兼呈周殷二判官〉：「柳青蒲綠稻穟 (穗)香」，《全唐詩目》第七

函第五冊卷二一，《全唐詩》卷四四四，第 4968 頁。 

47
 崔護：〈題都城南莊〉，《全唐詩》卷三六八，第 4148 頁。又見王安石：〈送張明甫〉；王安

石：〈胡笳十八拍〉第十七拍。王安石：《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卷三十六，頁 5-6，總頁

279；卷三十七，頁 4，總頁 283。 

48
 元稹：〈連昌宮詞〉，《全唐詩》卷四一九，第 4612 頁。 

49
 例如李綱和王安石〈胡笳十八拍〉最後一句都出自杜甫〈偪仄(一作側)行赠畢曜〉：「此心炯炯

君應識」。《全唐詩》，卷二一七，頁 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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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於安史之亂之後。50因此，可以說，李綱的〈胡笳十八拍〉是承襲王安石〈胡笳十

八拍〉，而以安史之亂為歷史影射，將靖康之難比擬於玄宗與妃子倉皇入蜀。 

金人與安祿山、史思明等皆屬異族「胡人」，來犯中原的理由不一，中原朝野遭

難則並無二致。可是嚴格觀之，靖康之難時欽宗已經親政，和安史之亂時肅宗即位於

靈武迥然不同。揆諸史實，可知李綱之寫作用心乃基於當時的朝廷局勢和政治判斷。 

宣和七年(1125)，徽宗御筆除皇太子開封牧。李綱時任太常少卿，夜訪給事中、權

直學士院兼侍講吳敏家商議，認為徽宗宜傳位皇太子，而非建牧監國：「唐肅宗靈武

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51李綱上徽宗

的劄子也提到：「唐明皇避安祿山之難而入蜀，父老擁馬乞留太子以討賊，而肅宗有

靈武之立，勢不得不然。當時之議，曾不早定，後世惜之。」52言之下意，在外敵入侵，

胡騎壓境，社稷搖墜不平之際，適時傳位可以安定軍心民情，顯示為君者願與蒼生共

患難的意志，也能夠杜絕敵人伺機而動。 

李綱〈胡笳十八拍〉裡充盈著杜甫和白居易等詩人對於安史之亂的感慨和思慮，

其來有自。從李綱個人的寫作生涯分析，建炎二年貶官期間，也正是他大量創作追和

陶淵明詩的階段，又有〈重陽日醉中戲集子美句遣興二首〉，是集杜甫詩之作，〈胡

笳十八拍〉可謂李綱嘗試集句詩的力作。但是就作品的藝術成就而言，李綱〈胡笳十

八拍〉的各拍之間沒有明顯的敘事時間架構，全篇意象與典故過於集中，時見輾轉重

覆，終不如蔡琰流暢陳辭，也不如王安石渾然天成。  

 

三、 文天祥：亡國的哀思 

繼李綱之後，同樣慘遭家亡國破，藉〈胡笳十八拍〉以抒懷的是南宋末年的文天

祥。 

                                                 

50
 本文所列舉的李綱〈胡笳十八拍〉第一至第五拍，共有 20 句詩源於杜甫，其中只有 2 句作於安

史之亂之前。 

51
 李幼武：〈李綱〉，《四朝名臣言行錄》卷一。汪藻：《靖康要錄箋注》卷一，王智勇箋注，成

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45 頁。事又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八，

引蔡絛《國史後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1641 頁。 

52
 李綱：〈召赴文字庫祗候引對札子〉，《李綱全集》卷四十一，第 5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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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元十五年(1278)文天祥於廣東海豐被俘，長途跋涉至第二年十月抵達大都，移

兵馬司監獄。53至元十七年(1280)中秋節，琴師汪元量(約生於 1241，卒於 1317 後不

久)
54，前往獄中探親文天祥，請文天祥品評他的《行吟》詩，並為文天祥彈奏「胡笳

十八拍」曲，請文天祥賦〈胡笳十八拍〉詩。因時間倉促，一時未能完成。十月間，

汪元量又到獄中，文天祥集杜甫詩成十八拍詩。〈胡笳曲〉前的小序對此有所說明： 

庚辰中秋日，水雲慰予囚所，援琴作《胡笳十八拍》，取予疾徐，指法良可觀也。

琴罷，索予賦胡笳詩，而倉卒中未能成就。水雲別去，是歲十月復來，予因集老

杜句成拍，與水雲共商略之。蓋囹圄中不能得死，聊自遣耳，亦不必一一學琰語

也。水雲索予書之，欲藏於家，故書以遺之。浮休道人文山。55 

汪元量，字大有，錢塘人，號水雲。度宗時以琴藝事謝太后(1210-1283)及王昭儀56。

靖康之難，謝太后及皇室宗親被押北上，汪元量因而隨侍入大都。自至元十六年(1279)

十月文天祥入大都獄中，到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就義，汪元量曾經多次探訪，並與

文天祥相互酬唱，〈胡笳曲〉即為其中之一。57
 

汪元量彈奏胡笳曲，表達家園殘碎，羈旅異鄉的苦思，文天祥有〈汪水雲援琴訪

予縲紲彈而作十絕以送之〉詩，寫作時間與〈胡笳曲〉詩相近58，其中第六首即〈蔡琰

胡笳〉：「蔡琰思歸臂欲飛，援琴奏曲不勝悲。悠悠十八拍中意，彈到關山月落時。」

文天祥的詩句在汪元量大約作於至元十四年(1277)的〈幽州秋日聽王昭儀琴〉有類似的

形容： 

                                                 

53
 許浩基：《文文山年譜》，見《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34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

社，1999 年，第 156-157 頁。 

54
 汪元量：《增訂湖山類稿》，孔凡禮輯校，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第 240、292 頁。 

55
 文天祥：《新刻宋文丞相信國公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四，收於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

集珍本叢刊》第 89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第 36 頁，總頁第 515 頁。本文探討之文天祥

作品皆出於此本，後不贅述。  

56
 謝太后，名道清，南宋理宗皇后，度宗之母。王昭儀，名清惠，字沖華，以才藝事度宗。  

57
 據統計，汪元量與文天祥相互酬唱的詩共有九題；汪元量為文天祥作者有五題十三首；文天祥

為汪元量作者有四題十三首，詳參陳建華：《文天祥汪元量獄中唱和詩探析》，《宋代文學研究

叢刊》1999 年第 5 期，第 114-124 頁。王次澄：〈汪元量及其詩集中的組詩〉，《宋元逸民詩論

叢》，台北：大安出版社，2001 年，第 177-178 頁。陳建華：《汪元量與其詩詞研究》，台北：

秀威科技資訊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 

58
 汪元量：《增訂湖山類稿》，孔凡禮輯校，第 268 頁。 



 

12 

瑤池宴罷夜何其，拂拭朱絃落指遲。彈到急時聲不亂，曲當終處意尤奇。雪深沙

磧王嬙怨，月滿關山蔡琰悲。羈客相看默無語，一襟愁思自心知。59 

可能王昭儀和汪元量都認為胡笳曲適於抒發當時的情懷，因而汪元量見文天祥，

也彈奏起胡笳曲，並且希望為胡笳曲填寫唱詞。文天祥〈胡笳曲〉遂較王安石和李綱

的集句詩更具有音樂性。 

有別於王安石和李綱的〈胡笳十八拍〉集句詩，文天祥的〈胡笳曲〉160 句全援引

杜甫詩。由王安石〈胡笳十八拍〉引杜甫詩 38 句；李綱引杜甫詩 109 句，到文天祥全

引杜甫詩，在〈胡笳十八拍〉集句詩的寫作歷程裡，顯示杜甫逐漸受推崇，詩人熟讀

杜甫詩的現象。就文天祥個人而言，以杜詩為〈胡笳十八拍〉來源也有跡可尋，正是

在寫〈胡笳曲〉的同一年二月，文天祥完成兩百首五言《集杜詩》，〈胡笳曲〉以七

言為主，雜以五言詩，與《集杜詩》全面展現了對杜甫詩的繼承。 

在作品內容方面：王安石客觀描寫蔡琰故事；李綱則全無蔡琰史實；文天祥藉蔡

琰遭遇寫個人離亂身世，各有千秋。值得注意的是，文天祥在詩篇的後半部分，充滿

了對兩個兒子的牽掛。和蔡琰一樣，文天祥也育有二子，蔡琰歸漢，不得不骨肉分離；

文天祥卻是戰役失利，長子夭折，次子失散，且看第十二拍到十七拍的內容以及集句

出處：  

第十二拍 

洛城一別四千里60，邊庭流血成海水61。自經喪亂少睡眠62，手腳凍皴皮肉死63。反

鎖衡門守環堵64，穉子無憂走風雨65。此時與子空歸來66，喜得與子長夜語67。  

第十三拍 

                                                 

59
 同上註，第 68 頁。 

60
 杜甫：〈恨別〉，《全唐詩》卷二二六，第 2435 頁。 

61
 杜甫：〈兵車行〉：「邊亭流血成海水」，《全唐詩》卷二一六，第 2254 頁。 

62
 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全唐詩》卷二一九，第 2310 頁。 

63
 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之一，《全唐詩》卷二一八，第 2298 頁。 

64
 杜甫：〈秋雨歎三首〉之三，《全唐詩》卷二一六，第 2256 頁。 

65
 同上註。 

66
 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之二，《全唐詩》卷二一八，第 2298 頁。 

67
 杜甫：〈嚴氏溪放歌行〉，《全唐詩》卷二二○，第 23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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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兒九齡色清徹
68
，驊騮作駒已汗血

69
。小兒五歲氣食牛

70
，冰壺玉衡懸清秋

71
。罷

琴惆悵月照席72，人生有情淚沾臆73。離別不堪無限意74，更爲後會知何地75。酒肉

如山又一時76，只今未醉已先悲77。  

第十四拍 

北歸秦川多鼓鞞78，禾生隴畝無東西79。三步回頭五步坐80，誰家擣練風凄凄81。已

近苦寒月82，慘慘中腸悲83，自恐二男兒84，不得相追隨85。去留俱失意86，徘徊感

生離87。十年蹴踘將雛遠88，目極傷神誰爲携89。此別還須各努力90，無使霜露沾人

衣91。  

                                                 

68
 杜甫：〈徐卿二子歌〉：「大兒九齡色清澈」，《全唐詩》卷二一九，第 2306 頁。 

69
 杜甫：〈醉歌行(別從侄勤落弟歸)〉，《全唐詩》卷二一六，第 2257 頁。 

70
 杜甫：〈徐卿二子歌〉，《全唐詩》卷二一九，第 2306 頁。 

71
 杜甫：〈寄裴施州〉，《全唐詩》卷二二一，第 2335 頁。 

72
 杜甫：〈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全唐詩》卷二一六，第 2259 頁。 

73
 杜甫：〈哀江頭〉：「人生有情淚霑臆」，《全唐詩》卷二一六，第 2268 頁。 

74
 杜甫：〈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離別不堪無限意」，《全唐詩》卷二二七，第

2464 頁。 

75
 杜甫：〈送路六侍御入朝〉，《全唐詩》卷二二七，第 2461 頁。 

76
 杜甫：〈醉爲馬墜諸公攜酒相看〉，《全唐詩》卷二二二，第 2367 頁。 

77
 杜甫：〈樂遊園歌〉，《全唐詩》卷二一六，第 2261 頁。 

78
 杜甫：〈暮歸〉，《全唐詩》卷二三二，第 2564 頁。 

79
 杜甫：〈兵車行〉，《全唐詩》卷二一六，第 2254 頁。 

80
 杜甫：〈憶昔行〉，《全唐詩》卷二二三，第 2370 頁。 

81
 杜甫：〈暮歸〉，《全唐詩》卷二三二，第  2564 頁。 

82
 杜甫：〈搗衣〉，《全唐詩》卷二二五，第 2421 頁。 

83
 杜甫：〈送高三十五書記〉，《全唐詩》卷二一六，第 2252 頁。 

84
 杜甫：〈送李校書二十六韻〉，《全唐詩》卷二一七，第 2278 頁。 

85
 杜甫：〈送高三十五書記〉，《全唐詩》卷二一六，第 2252 頁。 

86
 韋迢：〈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全唐詩》卷二六一，第 2908 頁。按：此詩當為韶州刺史韋

迢贈杜甫之作。 

87
 杜甫：〈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徘徊悲生離」，《全唐詩》卷二一七，第 22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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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拍 

寒雨颯颯枯樹濕92，坐卧只多少行立93。青春欲暮急還鄉94，非關使者徵求急95。欲

別上馬身無力96，去住彼此無消息97。關塞蕭條行路難98，行路難行澀如棘99。男兒

性命絕可憐100，十日不一見顔色101。  

第十六拍 

乃知貧賤別更苦102，况我飄轉無定所103。心懷百憂復千慮104，世人那得知其故105。

嬌兒不離膝106，哀哉兩决絕107。也復可憐人108，里巷盡嗚咽109。斷腸分手各風煙110，

中間消息兩茫然111。自斷此生休問天112，看射猛虎終殘年113。 

                                                                                                                                                       

88
 杜甫：〈清明二首〉之二：「十年蹴踘將雛遠」，《全唐詩》卷二三三，第 2577 頁。 

89
 杜甫：〈野望〉，《全唐詩》卷二三三，第 2566 頁。 

90
 杜甫：〈送韓十四江東覲省〉，《全唐詩》卷二二六，第 2445 頁。 

91
 杜甫：〈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無使霜過(一作露)霑人衣」，《全

唐詩》卷二二○，第 2318 頁。 

92
 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之五，《全唐詩》卷二一八，第 2298 頁。 

93
 杜甫：〈百憂集行〉，《全唐詩》卷二一九，第 2308 頁。  

94
 杜甫：〈官池春雁二首〉之二：「青春欲盡急還鄉」，《全唐詩》卷二二七，第 2455 頁。 

95
 杜甫：〈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全唐詩》卷二二七，第 2456 頁。 

96
 杜甫：〈閿鄉姜七少府設膾戲贈長歌〉，《全唐詩》卷二一七，第 2281 頁。 

97
 杜甫：〈哀江頭〉，《全唐詩》卷二一六，第 2268 頁。。 

98
 杜甫：〈宿府〉，《全唐詩》卷二二八，第 2483 頁。 

99
 杜甫：〈偪仄(一作側)行赠畢曜〉。《全唐詩》，卷二一七，頁 2277。 

100
 杜甫：〈偪仄(一作側)行赠畢曜〉：「男兒信命絕可憐」。同上註，頁 2278。 

101
 同上註，頁 2277。 

102
 杜甫：〈醉歌行〉，《全唐詩》卷二一六，第 2257 頁。 

103
 杜甫：〈嚴氏溪放歌行〉，《全唐詩》卷二二○，第 2323 頁。 

104
 高適：〈人日寄杜二拾遺〉：「心懷百憂復千慮」，《全唐詩》卷二一三，第 2218 頁。 

105
 杜甫：〈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全唐詩》卷二一六，第 2259 頁。 

106
 杜甫：〈羌村〉之二，《全唐詩》卷二一七，第 2277 頁。 

107
 杜甫：〈前出塞九首〉之四，《全唐詩》卷二一八，第 22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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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拍 

江頭宮殿鎖千門114，千家今有百家存115。面粧首飾雜啼痕116，教我歎恨傷精魂117。

自有兩兒郎118，忽在天一方119。胡塵暗天道路長120，安得送我置汝傍121。  

〈胡笳曲〉所引用的杜甫詩大都與安史之亂有關，或是作於安史之亂後122，與李

綱〈胡笳十八拍〉的情形類似，兩人均於杜甫亡家漂泊的窮愁中得到共鳴。 

文天祥的長子名道生(1266-1278)，妻歐陽氏所生，1277 年廣東永豐空坑之役隨文

天祥之母曾德慈逃生，不幸於次年病逝。次子名佛生(1267-1284)，妾黃氏所生，空坑

兵敗被俘，押解途中被人救出，由文天祥友人羅椅撫養。戰亂消息阻絕，文天祥不明

次子下落，認為凶多吉少。1278 年，文天祥立二弟文璧之子文陞(1268-1313)為嗣子，

以為繼承祭祀。123文天祥自知來日無多，幽燕獄中作《集杜詩》綜覽天下大事，也述

及個人的一生，吐露對故里和家人的思念。《集杜詩》〈長子第一百四十九〉序云：

「予二子，長曰道生，姿性可教，不幸亂離，隨家飄泊。空坑之敗，能脫身自全。鍾

愛於大夫人，以疾，後大夫人六十日，死於惠陽郡治中，生十三年矣。哀哉！」詩曰： 

                                                                                                                                                       

108
 杜甫：〈雨過蘇端(端置酒)〉：「也復可憐人」，《全唐詩》卷二一七，第 2271 頁。 

109
 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里巷亦嗚咽」，《全唐詩》卷二一六，第 2266 頁。 

110
 杜甫：〈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全唐詩》卷二三二，第 2564 頁。 

111
 杜甫：〈送路六侍御入朝〉，《全唐詩》卷二二七，第 2461 頁。 

112
 杜甫：〈曲江三章章五句〉，《全唐詩》卷二一六，第 2260 頁。 

113
 同上註。 

114
 杜甫：〈哀江頭〉，《全唐詩》卷二一六，第 2268 頁。 

115
 杜甫：〈白帝〉，《全唐詩》卷二二九，第 2505 頁。 

116
 杜甫：〈負薪行〉，《全唐詩》卷二二一，第 2335 頁。 

117
 杜甫：〈苦戰行〉：「使我歎恨傷精魂」，《全唐詩》卷二一九，第 2312 頁。 

118
 杜甫：〈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全唐詩》卷二一六，第 2266 頁。 

119
 杜甫：〈成都府〉，《全唐詩》卷二一八，第 2302 頁。 

120
 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之三，《全唐詩》卷二一八，第 2298 頁。 

121
 同上註。 

122
 本文所列舉的〈胡笳曲〉十二至十七拍共 62 句，只有 9 句作於安史之亂之前。 

123
 文陞：〈文氏佛生壙志〉，劉文源編：《文天祥研究資料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1 年，第 46 頁，據《文氏通譜．文獻．宣慰公文辭》。俞兆鵬，俞暉：《文天祥研究》，北

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294-2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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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兒聰明到(劉少府山水障)，青歲已摧頹(昔遊)。回風吹獨樹(樊待御)，吾寧舍一哀(赴奉

先縣)。124 

《集杜詩》〈次子第一百四十五〉詩： 

渥洼騏驥兒(送李校書)，眾中見毛骨(送魏六丈)。別來忽三載(四松)，殘害為異物(北征)。
125 

1280 年文天祥得知次女柳娘在大都，作〈得兒女消息〉詩，深愧為父親，未能盡

保護子女之責，唯願來生再結親緣： 

故國斜陽草自春，爭元作相總成塵。孔明已負金刀志，元亮猶憐典午身。骯髒到

頭方是漢，娉婷更欲向何人？癡兒莫問今生計，還種來生未了因。126 

詩中，文天祥以「金刀」暗指「劉」，「典午」暗指「司馬」，表達了效法諸葛亮和陶

淵明不事二主。「骯髒」即「抗髒」，顯示自己高亢耿直的精神和決心。 

文天祥〈胡笳曲〉與《集杜詩》的寫作時間相近，〈胡笳曲〉也是集杜甫詩之作，

學者不免將二者加以比較，認為〈胡笳曲〉主要在抒發情感；《集杜詩》則用以記人、

敘事127。又有指出〈胡笳曲〉第一拍末句有「不知明月爲誰好，來歲如今歸未歸」，

認為「文天祥寫作此詩時尚抱有出獄歸鄉的僥倖心理」。128（頁 281）從敘事的時間層

次而言，文天祥〈胡笳曲〉不如蔡琰和王安石的同題之作，但是較李綱具有條理性，

第一拍至第六拍寫亂世被胡所俘，第七拍至第十一拍寫異域懷鄉，十二拍至十七拍寫

思子之情，第十八拍為尾聲，以「年過半百不稱意，此曲哀怨何時終」作結。因此，

〈胡笳曲〉仍然刻意保留了創製〈胡笳十八拍〉詩的敘事性。再者，說文天祥〈胡笳

曲〉「尚抱有出獄歸鄉的僥倖心理」，其實是忽略了這篇作品的集句詩性質。在〈胡

笳曲〉的序文裡，文天祥便明白陳述「蓋囹圄中不能得死，聊自遣耳，亦不必一一學

琰語也。」可見，在文天祥心目中，一篇「標準」的〈胡笳十八拍〉集句詩理應規步

於蔡琰。然而兩人的遭遇畢竟有異，蔡琰自道「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

生仍冀得兮歸桑梓，死當埋骨兮長已矣。」129期望有生之年還能返鄉，老死故園；文

                                                 

124
 文天祥：《新刻宋文丞相信國公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六，第 51 頁，總頁第 563 頁。 

125
 同上註，卷十六，第 50 頁，總頁第 562 頁。 

126
 同上註，卷十四，第 54 頁，總頁第 524 頁。 

127
 趙超，王渭清：《文天祥《集杜詩》與《胡笳曲》異同論》，《寶雞文理學院學報》2006 年第

26 卷第 2 期，頁 93-108。 

128
 修曉波：《文天祥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129
 蔡琰：〈胡笳十八拍〉第十一拍，收於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五

十九，上海：上海書店，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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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祥儘管表示「中原無書歸不得」
130
、「此身未知歸定處」

131
，自從被俘時自殺未成，

始終不改其堅決抗爭之志，辭絕元朝與南宋舊宮的勸說，所謂「來歲如今歸未歸」，

只是〈胡笳十八拍〉寫作的套語，也就是「學琰語」的部分。〈胡笳曲〉融合了蔡琰

和杜甫詩的格調，將王安石嚴謹的集句模擬、李綱的藉詩言史，融合為兼具忠愛與親

情的詩篇。 

 

四、 模擬與代言 

從王安石、李綱，到文天祥，宋代文人以集句的形式繼承與創新了蔡琰〈胡笳十

八拍〉的主題。在王安石的作品中，游離於第一稱的自述口吻與旁觀者的全知視角，

基本上仍不脫模擬蔡琰的語氣和敘事結構。在李綱的作品中，追從王安石的步履，但

有意將蔡琰的故事成份抹去，排除敘述亂世女子的生平遭遇，轉而以安史之亂為時代

比喻。到了文天祥的筆下，與蔡琰痛別二子的無奈和不幸感同身受，既具宏觀的歷史

描繪，也道出了個人的不盡悲涼憤慨。 

蔡琰是否作〈胡笳十八拍〉近人仍有質疑132，不過從王安石、李綱和文天祥的集

句之作與其序文看來，皆認定〈胡笳十八拍〉為蔡琰所作。又如朱熹(1130-1200)《楚

辭後語》133、范晞文《對床夜語》(成書於理宗景定三年，1262)也都以蔡琰為〈胡笳十

八拍〉的作者134。可以說，宋人幾乎都接受蔡琰作〈胡笳十八拍〉135；〈胡笳十八拍〉

講述蔡琰故事也是共識。〈胡笳十八拍〉集句詩裡逐漸加重的杜甫詩比例，顯示杜甫

                                                 

130
 文天祥：〈胡笳曲〉第五拍，《新刻宋文丞相信國公文山先生全集》卷三十七，第 37 頁，總頁

516。 

131
 文天祥：〈胡笳曲〉第八拍，《新刻宋文丞相信國公文山先生全集》卷三十七，第 38 頁，總頁

516。 

132
 《文學遺產》編輯部編：《胡笳十八拍討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衣若芬：《蔡琰

的號啕，美杜莎的笑──蔡琰研究的性別反思》，《新國學》2008 年第 7 卷，第 57-80 頁。 

133
 朱熹：〈胡笳第二十〉，《楚辭後語》卷三，台北：世界書局，1989 年，第 9 頁：「胡笳者，

蔡琰之所作也。東漢文士有意於騷者多矣，不錄而獨取此者  ，以為雖不規規於楚語，而其哀怨

發中，不能自已之言，要為賢於不病而呻吟者也。」  

134
 范晞文《對床夜語》卷一云：「蔡琰雖失身，然詞甚古。〔以下舉〈胡笳十八拍〉第十三拍〕

。此將歸別子也。時身歷其苦，詞宣乎心，怨而怒，哀而思，千載如新，使經聖筆亦必不忍刪

之也。」見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 409 頁。 

135
 趙超：《論宋人對蔡琰的接受──以文天祥《胡笳曲》為中心》，《船山學刊》2009 年第 2 期

，第 154-1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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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地位的提昇；寫〈胡笳十八拍〉不取法或不針對蔡琰，則有為杜甫樹立典範，

取代蔡琰的意味。 

學者已經從詩集選本、文學接受史、印刷出版等方面探討過宋人尊崇杜甫的情況

和成因，例如王安石曾經集杜甫、歐陽脩、韓愈、李白詩為《四家詩選》；杜甫在宋

代被讚譽為「詩史」、「詩聖」與「集大成」者，和杜集刊行流通頗有關聯136。宋人

從作者的人格情操、忠君愛國思想、作品的倫理綱常內容欽佩杜甫，繼而師從效法。137
 

早在北宋孔平仲138便有〈集杜詩句寄孫元忠〉，蘇軾有〈次韻孔毅甫集古人句見

贈五首〉，第一首云： 

羡君戯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

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139 

此詩舊題王十朋(1112-1171)註140引趙夔141
(堯卿)曰： 

集古詩，前古未有，王介甫盛為之，多者數十韻。蓋以誦古人詩多，或坐中率然

而成，往往對偶親切。其後，人多有效之者，但取數十部詩，聚諸家之集耳。故

兯此詩美之，亦微以譏之耳。蓋市人不可使之如兒，鴻鵠不可與家雞為對，古人

詩句有美惡工拙，其初各有思致，豈可混為一律邪？142 

                                                 

136
 張高評：〈杜集刊行與宋詩宗風──兼論印本文化與宋詩特色〉，《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 年，第 1-11 頁。張高評：〈印刷傳媒與宋詩之新變自得──兼論

唐人別集之雕印與宋詩之典範追尋〉，《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兼論圖書傳播與詩分唐宋》，

台北：里仁書局，2008 年，第 211-265 頁。 

137許總：《杜詩學通論》，中壢：聖環圖書公司，1997 年。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台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 年。鄔國平：《中國古代接受文學與理論》，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

社，2005 年，第 91-116 頁。 

138
 孔平仲，字毅父，英宗治平二年進士。歷任戶部郎中等職。  

139
 蘇軾：《蘇軾詩集》卷二十二，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第

1155-1156 頁。 

140
 舊題王十朋《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是否偽託，清人頗有爭議。參看曾棗莊等：《蘇軾研

究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27-132 頁。 

141
 趙夔，字堯卿，蜀人，活動於北宋末年。曾知榮州(成都府路)，交結蘇軾之子蘇過，歷三十年

註解蘇軾詩，分五十門，特重蘇詩用典使事之方法。參看劉尚榮：《蘇軾著作版本論叢》，成都

：巴蜀書社，1988 年。羅鳳珠，蔡宛純：《以資源共享的觀點建構數位文史工具書的方法：以蘇

軾詩典故網站為例》，《漢學研究通訊》2005 年第 24 卷 2 期，第 17-29 頁。 

142
 蘇軾：《蘇軾詩集》卷二十二，第 1155-11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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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一般認為王安石為集句詩始祖，其實不然，西晉傅咸已有〈七經〉集句詩。143

東坡對於集句詩持保留態度，但並不完全反對寫作集句詩，次韻孔毅父詩的第三首，

便對其集杜詩褒揚有加： 

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劃如太華當我前，跛䍧欲上驚崷崪。名章俊

語紛交衡，無人巧會當時情。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 

「世間好句世人共」，是古人集句詩的寫作基礎；「信手拈得俱天成」，則是集

句詩佳處之境界。若依趙夔的看法：「古人詩句有美惡工拙，其初各有思致」，貴為

「詩聖」的杜甫，詩句自然有思致，不淪於惡拙，集杜甫詩的先天條件便較集其他詩

人的詩句優渥。集杜甫詩，也可以視為「學杜甫」的途徑之一，一種通過模擬的學習

方式。 

李綱和文天祥對於杜甫的景仰和學習，便合乎前述宋人尊崇杜甫的現象。李綱〈讀

四家詩選四首〉序云：「介甫選四家之詩，第其質文，以為先後之序。予謂子美詩閎

深典麗，集諸家之大成。」詩曰： 

杜陵老布衣，飢走半天下。作詩千萬篇，一一干教化。是時唐室卑，四海事戎馬。

愛君憂國心，憤發幾悲咤。孤忠無與施，但以佳句寫。風騷到屈宋，麗則凌鮑謝。

筆端籠萬物，天地入陶冶。豈徒號詩史，誠足繼風雅。使居孔氏門，寧復稱賜也。

殘膏與賸馥，霑足沽丐者。嗚呼詩人師，萬世誰為亞。144 

文天祥〈讀杜詩〉： 

帄生蹤跡只奔波，偏是文章被折磨。耳想杜鵑心事苦，眼看胡馬淚痕多。千年夔

峽有詩在，一夜采江如酒何。黄土一丘隨處是，故鄉歸骨任蹉跎。145 

李綱認為杜甫作詩是出於愛君憂國之心，杜甫不僅號為「詩史」，杜詩繼承《詩經》

的風雅傳統，有補於教化。文天祥則體會杜甫顛沛流離，唯有藉詩文抒懷的處境。 

晚唐孟棨《本事詩》記載：「杜〔甫〕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

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146學者指出：以「詩史」評價杜甫在唐代

                                                 

143
 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 年，第 181-200 頁。衣若

芬：〈嚴謹的遊戲：王安石〈胡笳十八拍〉詩論析〉。  

144
 李綱：〈讀四家詩選四首〉其一，《李綱全集》卷九，第 97 頁。劉義：《李綱詩歌研究》，南

京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 2007 年碩士學位論文，研究指出：在李綱的詩歌中，提到杜甫的地方有

34 處之多；文中有 18 處。 

145
 文天祥：《新刻宋文丞相信國公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四，第 51 頁，總頁第 523 頁。 

146
 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第 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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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被廣泛接納。到了宋代，由於史學繁榮發展，促進「詩」、「史」聯姻；理學的

勃興，使得詩歌敘事與教化觀念結合；重視學問的風氣，顯示詩歌創作追求文字來歷

出處的傾向。147
 

「詩史」說反映在集句詩，尤其是集杜詩方面，更是有跡可尋。〈胡笳十八拍〉

的詩體性質即具備敘事記史的功能，蔡琰詩開章明義：「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

漢祚衰」；李綱云：「靖康之事，可爲萬世悲」；文天祥云：「而今西北自反胡，西

望千山萬山赤」148。李綱和文天祥創作〈胡笳十八拍〉，無疑為了流傳歷史，教化讀者，

集句的作法，正是「無一句無來歷」的最好實踐，文天祥《集杜詩》的每句詩下都註

明杜詩出處，可見其用意。 

關於集杜詩，在至元十九年(1282)正月的《集杜詩》序中，文天祥道出寫作的機緣

與自期： 

予坐幽燕獄中，無所為，誦杜詩稍習，諸所感興，因其五言，集為絶句，久之，

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覺為吾詩，忘其

為子美詩也。乃知子美非能自為詩，詩句自是人情性中語，煩子美道耳。子美於

吾隔數百年，而其言語為吾用，非情性同哉！昔人評杜詩為詩史，蓋其以詠歌之

辭，寓紀載之實，而抑揚褒貶之意，燦然於其中，雖謂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詩，

自予顛沛以來，世變人事，槩見於此矣，是非有意於為詩者也，後之良史，尚庶

幾有考焉。149 

這段文字說明了集句詩作者的自覺：集句是對所崇拜前輩詩人的禮讚。曹虹教授曾經

指出：集句是古代詩人學習創作的一種方式，「注重對前代優秀作品的熟讀詳味，由

模仿而進入創作」150，例如陸游(1125-1210)在為楊冠卿(1139-?)寫的〈楊夢錫集句杜

詩序〉所云： 

                                                 

147
 鄔國平：《中國古代接受文學與理論》，第 116-129 頁。張暉先生論「詩史」觀念之歷代衍繹

頗詳，見《詩史》，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7 年。 

148
 文天祥：〈胡笳曲〉第一拍，《新刻宋文丞相信國公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四，第 36 頁，總頁 515

。 

 

149
 文天祥：《新刻宋文丞相信國公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六，第 1 頁，總頁第 538 頁。 

150
 詳參曹虹：〈什麼是集句〉，《古典文學知識》1986 年第 9 期，第 63-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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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要法在得古作者之意，意既深遠，非用力精到則不能造也。前輩於左氏傳、

太史兯書、韓文、杜詩皆熟讀暗誦，雖支枕據鞍間，與對卷無異，久之，乃能超

然自得。151 

「熟讀暗誦」故而能在集句時左右逢源。如文天祥體會的，是杜甫先為文天祥「代言」，

因兩人千載之下情性相同，心靈相通。集句的極致，是本無意作詩而詩成，用前輩詩

人的文字為自己「代言」，乃至於渾化無跡，不辨彼此。陸游也認為「夢錫之意非為

集句設也，本以成其詩耳。不然，火龍黼黻手，豈補綴百家衣者邪？」「百家衣」乃

黃庭堅對集句詩的譏評152。優異的集句詩，要如宋代王炎欣賞的：「即事體物，委曲

親切，如肺腑中自出機杼，無附離牽合之態。」153
 

從王安石到文天祥，我們發現集句詩「代言」的多重性。王安石仿造蔡琰〈胡笳

十八拍〉，用重組過的其他詩人詩句為蔡琰「代言」。李綱一樣選取拼湊前人詩句，

目的卻在為自己「代言」。而文天祥則認為杜甫詩本來便有如為自己「代言」，集杜

詩不過是把已經能夠「代言」的杜詩拆解，重新轉移為合乎自己實情的詩篇。〈胡笳

曲〉是杜甫為文天祥「代言」；但與其說是「代言」，又不如說在「詩史」的前提之

下，二者無分軒輊。 

 

五、 結語 

明代安磐《頤山詩話》云： 

黄山谷謂王慎中擬半山集句十八拍，會合宛轉，能道文姬心事，惜其今不傳也。

文文山亦有十八拍集句，意不逮荆兯，其體製聲氣俱非文姬口中語。在燕時集句

甚富，集中五言絶句至二百餘首，予讀之，往往不終卷而淚下。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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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游：《渭南文集》卷十五，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4-5 頁。 

152
 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三云：「集句詩，山谷謂之『百家衣體』。」釋惠洪：《冷齋夜話》卷 3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3 頁，總頁 250。陳師道《後山

詩話》云：「王荆公暮年喜爲集句，唐人號爲四體，黄魯直謂：『正堪一笑爾。』」 陳師道：《

後山詩話》卷 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6 頁，總頁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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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王炎：〈東山集句詩序〉，《雙溪類藁》卷二十四，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14

頁。 

154
 安磐：《頤山詩話》，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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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庭堅以王慎中為王安石〈胡笳十八拍〉的後繼者155，安磐注意到文天祥的〈胡

笳曲〉別開生面，道的不是文姬的心事，口吻也非蔡琰。裴普賢教授將這兩種集句詩

的寫作手法和成就歸納為：一種是能用現成詩句發揮原作者精神的；另一種是能用他

人詩句表現自己精神的。前者是名家作品的再創造；後者是熔鑄名家詩句，成為自己

的創作。前者如王安石〈胡笳十八拍〉；後者如文天祥集杜二百首。156
 

由此觀點看來，錢鍾書先生批評王安石「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奪，脫胎換骨，

百計臨摹，以為己有；或襲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作賊，唐宋大家無如公

之明目張膽者。」157在古人的文學創作概念裡未必成立。相反地，集句的拼湊和重組，

無論是效其形、學其神、還是出其意，都是師承的某個面向。 

總結李綱和文天祥的〈胡笳十八拍〉集句詩的歷史意義，可梳理為三個層次： 

延續王安石的〈胡笳十八拍〉集句手法，仿傚蔡琰自述亂離身世的敘事模式。 

確立杜甫的文學地位，推崇杜詩為集句詩寫作的取材典範。 

實踐「以詩為史」，擴大「詩史」的指涉範圍。文天祥的《集杜詩》被稱為「文

山詩史」，雖然不是〈胡笳十八拍〉的主題，但是寫作精神相通。 

自文天祥以降，集杜詩的風氣依然興盛，〈胡笳十八拍〉集句詩則幾乎消聲匿跡。

模仿蔡琰自述亂離身世的類似詩作，除了曾季貍的〈秦女吟〉，寫靖康之難時被金人

擄掠的秦姓女子，作者大多為女性，例如明末清初女詩人王端淑的〈悲憤行〉、姓氏

不詳的福建「延平女子」題壁詩，以及清代陳蘊蓮對「文姬歸漢」的反思，激越悲憤

的胡笳，又迴盪女子的感懷心聲，此是後話，且容再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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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頁。 

156
 詳參裴普賢：《集句詩硏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5 年，第 181 頁。 

157
 錢鍾書：《談藝錄》，香港：中華書局，1986 年，第 245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