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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禁中之丰姿，落寞中之妖冶：《唐詩名媛集》述評
*

曲景毅**

一、《唐詩名媛集》的選詩旨趣

《唐詩名媛集》為晚明楊肇祉所編選《唐詩艷逸品》之第一種 1，選詩凡九十一首，
專門選錄唐詩中描寫名媛的詩篇（非唐代女性詩人的創作選集）。「名媛」，顧名思
義，即謂社會名流中的女性。一些讀者看到古代「名媛」二字，會聯想到被稱為「中
國古代四大美女」的西施（春秋時人）、王昭君（前51-前15）、貂蟬、楊貴妃（719-
756）。其中，貂蟬其實是宋元通俗文藝中虛構出來的人物形象 2，唐朝詩人自然不會
寫到。唐詩中描寫其他三位美人的詩篇，都受到了編者的注意。但《名媛集》中之「名
媛」并非僅限於此，凡例一云：「所記名妃、淑姬、聲妓、孽妾，凡寫其志凜秋霜、
心盟匪石、遞密傳悰者，咸載焉。」如此看來，本集收錄的唐詩中所描寫的「名媛」，

* 本文獲下列項目支持，謹此致謝。 
 1）新加坡教育部AcRF Tier 1 研究項目，編號為：M4011849。
 2）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唐詩學研究」，編號為：12&ZD156。
**  曲景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1 《唐詩艷逸品》包括《唐詩名媛集》、《唐詩香奩集》、《唐詩觀妓集》與《唐詩名花集》四集。

最早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由李乾宇盛蕓閣刊刻，現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比較忠實地
反映了編選者楊肇祉的選詩原貌，但此本只有圈點，且有錯訛。天啟元年（1621）此書由
烏程閔一栻重新按詩體編排，改正部分訛謬，重新刊刻，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浙江
省圖書館等地，此本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2016年3月影印出版。又，《唐詩名花集》在
日本有單獨流傳，即元祿九年（1696）的刻本《弄石蓭唐詩名花集》，現藏於靜嘉堂文庫，
此本前有莆田黃鳴鴛、錢塘胡舉叢及疑為楊肇祉自作之序文三篇，後有楊肇祉之從弟楊
肇 之跋文一篇，均為萬曆、天啟二本所未見，其選詩亦與萬曆、天啟二本有很大差
異。筆者今以萬歷本為底本，以天啟本參校補充，對《唐詩艷逸品》整理點校（并附元祿本

《唐詩名花集》），預計於201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又，本文所引《名媛集》詩歌均
自萬歷本《名媛集》，遇有明顯錯訛者，則校出。

2 李偉實：〈貂蟬故事的來源與演變〉，《文史知識》第十期（2002年），頁66。沈伯俊從：
〈〈三國志〉到〈三國演義〉〉，《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四期（2010年），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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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大致分為名妃、淑姬、聲妓、孽妾這四種。這四個類別基本涵括了唐代詩人所描
寫到的名媛的類別，通過選錄的這些詩篇，楊肇祉為我們呈現了一幅姿態萬千的唐
代美人圖卷。

楊肇祉看重所選女子的「名媛」身份，更重視其氣節風度，所謂「 志凜秋霜、心
盟匪石、遞密傳悰者」。志凜秋霜，指女子志行高潔，「心盟匪石」3 指女子對愛情堅
貞，而「遞密傳悰」則較為費解。「遞密」或同「密遞」，指私相傳遞之意，宋人王國器

《金錢卜歡詞》云：「花房羞化彩娥飛，銀橋密遞仙娥信。」4「悰」，心緒也，元稹（779-
831）《夢遊春七十韻》：「悰緒竟何如，絲棼不成絇。」則 「傳悰」為傳遞內心之思緒，
天啟本作「傳蹤」，則為暗通蹤跡之意了。這樣看來，所謂「遞密傳悰（蹤）」者，蓋寫
幽期暗通之事，看似與前兩者之重在志氣節操有天壤之別。事實上，楊肇祉所講的
風度氣節，並不在對所寫女子的道德品行進行評價，而是強調對女子獨立人格、鮮
明個性的刻畫與描繪。今查本集所載，有楊巨源描寫崔鶯鶯的《崔娘》詩，蓋敘元稹

《鶯鶯傳》中張生、鶯鶯幽會暗許之事 5；趙象《非煙》詩，出自皇甫枚《非煙傳》，蓋寫
趙象見到本為武氏妾的步非煙，暗相心許之事 6。蓋雖寫幽會之情，但詩人們著重要
表現的是這些女子追求愛情的熱烈與忠貞。這些可以看出楊肇祉獨特的選詩旨趣和
眼光。為了論述的方便，我們大致將《唐詩名媛集》中所描寫的歷代美人三十人，分
類列表，并依次論述如下：

名妃 淑姬 聲妓 孽妾
王昭君、阿嬌、班婕
妤、湘妃、馮小憐、虢
國夫人、楊貴妃

西施、息夫人、李雍
容、崔娘

蘇小小、宋態宜、行
雲、段東美、王福娘、
碧玉娘、薛濤、段七
娘、談容娘、比紅兒、
真珠、玉清、宋華陽、
泰娘

綠珠、薛瑤英、關盼
盼、盧姬、非煙

1、名妃：名盛而姿豐

所謂名妃者，即歷史上有名的妃子，多為帝王的寵姬。如湘妃為傳說中舜的妻
子娥皇和女英。劉向《列女傳》載：「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湘
之間，俗謂之湘君。」7 王昭君本為漢元帝宮人，後被選作公主，代表漢朝出嫁匈奴，
被稱為「明妃」。陳阿嬌本為漢武帝（前157-前87）皇后，但其後失寵，被幽禁於長門

3 語出《詩經 · 邶風 · 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4 引自唐圭璋：《全金元詞》（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036。
5 元稹：《鶯鶯傳》，《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外集卷第六，頁671-680。
6 《太平廣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百九十一。
7 劉向：《列女傳 · 母儀 · 有虞二妃》，《四部叢刊本》，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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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後世文人多有諷詠。班婕妤（？前48-2）的經歷與阿嬌相似，本為漢成帝（前51-
前7）妃子，但因趙飛燕姐妹入宮而失寵。馮小憐為北齊後主高緯（557-577）的妃子，
楊貴妃是唐玄宗（685-762）的妃子，虢國夫人為楊貴妃的三姐，後亦為玄宗妃子。這
些名妃大多出自名門，其遺風懿行，為後人稱道。

這裡需要解釋的是，《名媛集》中似乎也收錄了一些在歷史的記載中不太光彩的
女性形象。此處舉兩例：第一，楊氏姊妹，如果楊貴妃在唐後期及後世已經得到很
多詩人的同情的話，虢國夫人及其姊秦國夫人更多地被認為是驕奢淫逸的典型。但

《名媛集》第一首就選取了張祜（約785-849？）的〈虢國夫人〉詩：「虢國夫人承主恩，
平明上馬入宮門。卻嫌脂粉汙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這首詩並沒有去對虢國夫人
展開批判，從中讀不到杜甫在〈麗人行〉中對楊氏姊妹「炙手可熱勢絕倫」的諷刺語
氣。詩人只是單純地讚揚虢國夫人那不施藻繪的天然之美。由此可見，楊肇祉在選
詩時，並不看重那些借女性的描寫來進行政治諷喻的作品，反而對那些讚揚女性之
美的詩篇情有獨鍾，正可以看出楊肇祉獨特的選詩旨趣。關於《名媛集》中描寫楊貴
妃的詩篇，將在後文詳細介紹。

第二，馮小憐作為亡國之君北齊後主之妃，很少得到世人的同情。史稱其「慧黠
能彈琵琶，工歌舞」 8。當北周軍隊攻打過來時，晉陽被圍甚急，後主想要回去處理政
事，小憐卻要後主陪她繼續打獵遊玩。因此晚唐詩人李商隱（813-858？）寫詩諷刺他
們：「巧笑知堪敵萬機，傾城最在着戎衣。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

（〈北齊二首〉其一）似乎這樣的女子沒有什麼值得稱道處。但《名媛集》卻單單選取了
李賀（790-816）的〈馮小憐〉詩：「灣頭見小憐，請上琵琶絃。破得春風恨，今朝直幾
錢。裙垂竹葉帶，鬢溼杏花烟。玉冷紅絲重，齊宮妾駕鞍。」對小憐投去同情的目
光。王琦注云：「玩詩意，似是女伶將入宮供奉，擁琵琶騎馬而行。長吉見之，而借
小憐以喻者。」9 然則此詩當並非直接吟詠小憐，而是借小憐來表達對入宮供奉的女伶
的同情。由此可見楊肇祉獨到的選詩眼光。他並不是完全以書寫對象的品行作為選
錄的標準，而是更加看重詩人對女性的書寫角度。楊肇祉沒有選取「紅顏禍水」論調
的詩作，而對那些站在同情和讚揚角度去書寫女性的作品加以關注。

2、淑姬：志潔而行高

淑姬，語出《詩經 · 陳風 · 東門之池》：「彼美淑姬，可與晤言。」本指品行高尚之
女子，典籍中常以此句來形容北郭先生之夫人、黔婁之妻 10，可見「淑姬」通常作為具

8 《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七十六，頁526 。
9 《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11 。
10 《韓詩外傳》卷九：「楚莊王使使賚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

計之。』……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列女傳 ·
賢明》：「君子謂黔婁妻為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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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品行的女子的代名詞。這裡把息夫人、西施、李雍容、崔娘，都歸於這一類。
息夫人，傳說本為春秋時陳國人，先事息侯，後息國被滅，楚王將息夫人虜

來，息夫人以為一女不事二夫，終日不言。王維（701？ -761）《息夫人》：「莫以今時
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寫息夫人的貞烈，卻楚楚動人，其情
可感。

西施是春秋時期越國的美女，被越王勾踐送到吳國來迷惑吳王，最後導致吳國
敗亡。在正統的史學家看來，西施只能算作「亡國之尤」。但在詩人們的筆下，西施
一直是備受同情的對象。《名媛集》所收的王維、李白（701-762）、羅隱（833-910）的
詩，都從正面對西施的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尤其是羅隱〈西施〉末二句云：「西施
若解傾吳國，越國亡時又是誰。」直接對那些「女性禍水」論者予以堅決的反擊。

李雍容，生平不詳。《北史 · 李安世傳》載雍容本為相州豪右李波之妹，「初，廣
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前刺史薛道 親往討之，大為波敗，遂為逋逃之
藪，公私成患。百姓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
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州內
肅然。」11 這樣看來，李雍容不過是一個豪強的妹妹，並無太多值得稱道之處。然而

《名媛集》所載韓偓的〈李雍容〉卻將其塑造為一個自由灑脫的女子：「未解有情夢梁
殿，何曾自媚妒吳宮。」梁殿，當為西漢梁孝王的宮殿；吳宮，指春秋時吳國的宮
殿。這裡是說，與那些宮闈之中的女子相比，李雍容不與人爭寵招妒，多了一些灑
脫和自在。「海棠花下鞦韆畔，背人撩鬢道怱怱。」她站在海棠花樹下的鞦韆邊，背
人而立，纖手撩鬢，與人道別，和北朝民歌中逐馬射箭、巾幗氣十足的形象相比，
韓偓筆下的李雍容又多了一絲少女的清純氣息。

崔娘，即元稹《鶯鶯傳》的主角崔鶯鶯。《名媛集》所收楊巨源〈翠娘〉詩云：「清
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崔娘一劄書。」雖然寫的是
幽期暗通之事，但寫出了鶯鶯對情郎之情深意篤，與元稹的傳記相得益彰。如
Manling Luo 所指出的，元稹的傳記即通過寓言式的筆調，為整個故事增添了一份

「亦真亦幻」的敘事效果 12。而楊巨源的題詩，與元稹之傳記相呼應，頗類似後世話本
小說的「詩證」，升華了這一傳記的主題。

總之，《唐詩名媛集》所選錄的這些描寫「淑姬」之作，重在風度氣節，并非道德
上的說教，卻讓人覺得鮮活、親切。

11 《北史》，卷三十三，頁1224 。
12 Manling Luo: “By constructing a problematic ‘authentic’ romance and its public, the story succeeds 

in turning romance into a ‘reality.’ Signifying the symbolic entry of romance into the domestic 
space, the story reveals sophisticated strategies for adapting, va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Tang 
literati discourse on romance.” See The Seduction of Authenticity: “The Story of Yingying”. NAN 
NÜ, Vol.7(1), 2005, 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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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聲妓：悅之而不狎

聲妓是指那些以聲色技藝悅人的妓女。中國的聲妓文化，最早要追溯到殷周時
期的「巫娼」之風。春秋時期，齊國管仲設置「女閭」、 「女市」，通過政府舉辦妓院來
增加稅收，當為官妓之始。漢魏六朝時期，供軍隊娛樂的「營妓」和供貴族享樂的「家
妓」成為主流 13。唐代的妓女有宮妓、官妓（包括營妓）、家妓、職業娼妓、女冠式娼
妓幾種 14。所謂宮妓，是為娛樂皇室而設，包括教坊妓女和梨園樂妓。上文所提到的
李賀〈馮小憐〉詩，借小憐來表達對入宮女伶的同情，這樣的女伶即屬於宮妓。于鵠

（747-？）〈碧玉娘〉云：「霓裳禁曲無人解，暗問梨園弟子家。」所寫亦當是一位梨園
樂妓。《名媛集》也收有唐人吟詠營妓之作。如羅虬有〈比紅兒〉詩一百首，《名媛集》
選錄了四首。據詩人自序，杜紅兒為「雕營官妓」，當為營妓。羅虬見其穎慧，遂取
古之美色以比之，題〈比紅兒〉百首。所選四首，分別以張麗華、王昭君、趙飛燕、
巫臺神女比擬紅兒之才貌，寫出了紅兒既美且慧之態。《名媛集》中收錄了一些描寫
家妓的作品，如段東美為節度使烏漢貞的家妓 15，宋態宜為李涉故友劉員外（劉全白）
的家妓，劉泰娘是尚書韋夏卿家的歌妓。在這些詩篇中，家妓成為士子與高官之間
交際的媒介。

值得討論的是，《名媛集》凡例中說：「名妓列具行藏者，載傳青樓烟館之跡者，
不載。」但此集依然收錄了許多描寫青樓楚館妓女的作品。如何看待這種矛盾？其實
這也可視作楊肇祉選詩獨特的用心所在。如孫棨的〈王福娘〉詩：「移壁迴窗廢㡬朝，
指環偷解博蘭椒。無端鬬草輸鄰女，更被捻將楊柳腰。」16 據《北里志》「王團兒」條，
孫棨寫給王福娘的絕句凡三首，但楊肇祉獨取此首，或許是因為其描繪了天真爛漫
的少女之間鬥草博戲的場景，富有情趣。再如鄭史〈行雲〉詩：「最愛鉛華薄薄粧，更
兼衣著又鵝黄。從來南國名佳麗，何事今朝在北行。」寫行雲淡妝素衣之容，末二句
則貼合了行雲本為南妓、後徙居北里的經歷。這些詩都沒有採取狎褻的眼光，而是
在真心地讚揚女性之美，因此得到了楊肇祉特別的青睞。還需要指出，《唐詩艷逸
品》四卷中，《名媛集》所收之妓女詩，與《香奩集》、《觀妓集》所收妓女詩不同，這
些「聲妓」及下文中的「孽妾」，多有姓名流傳，志行或有過人之處，即《凡例》一中的

「志凜秋霜」。

13 武舟：《中國妓女文化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
14 廖美雲：《唐伎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年），頁129-212 。
15 《南部新書》：「薛宜僚，會昌中為左庶子，充新羅冊贈使。由青州泛海，船頻阻惡風雨，

至登州，卻漂回青州。郵傳一年，節度烏漢貞加待遇。有籍中飲妓段東美者，薛頗屬
情，連帥置於驛中。是春薛發日，祖筵嗚咽流涕，東美亦然。」云云。（北京：中華書局，
2002年），卷七，頁110-111 。

16 《才調集》卷四作「題妓王福娘牆」，注「或作題北里妓人壁三首」。《唐人選唐詩（十種）》（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7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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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孽妾：位卑而情篤

孽妾，語出賈誼（前200-前168）《孽產子》：「而衆庶得以衣孽妾。」17 為地位卑下
之妾。《名媛集》所收，有李昌符的〈綠珠〉：「洛陽佳麗與芳華，金谷園中見百花。誰
遣當年墜樓死，無人巧笑破孫家。」綠珠本為西晉權臣石崇（249-300）的婢女，依附
於趙王司马倫（？ -301）的孫秀很喜歡他，便向石崇討要，石崇云：「綠珠，吾所愛，
不可得也。」遂拒絕之，孫秀因此記恨在心。後趙王倫叛亂，孫秀便派兵殺石崇。石
崇對綠珠歎道：「我今為爾得罪。」綠珠便因此墜樓，效死在石崇面前 18。李昌符〈綠
珠〉此詩，正詠此事。崔郊的〈去妾綠珠〉雖然也以「綠珠」為題，但並非真寫綠珠。
據《雲溪友議》卷上，崔郊與姑婢通，但因姑貧，只好鬻婢于連帥。後其婢因寒食歸
家，二人相見，崔郊遂贈詩云：「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滿羅巾。侯門一入深如
海，從此蕭郎是路人。」19 其實是以綠珠為喻，既表達了對姑婢的同情，又抒發了自
己對對方的思念之篤。

《名媛集》收錄白居易（772-864）贈張愔（張建封之子）妾關盼盼的〈感故張僕射諸
妓〉20，頗為值得討論。關盼盼與綠珠身世經歷相類，她出生于書香門第，精通詩文，
歌舞清絕，容貌殊異，後家道中落，為徐州守帥張愔娶為妾，寵愛有加，徐死後幽
居《燕子樓》，十五年不嫁，守節至死。《唐詩艷逸品》之《觀妓集》收錄了關盼盼與白
居易往來贈答之詩共八首，此集只選取了其第七首。楊肇祉為何單單將這一首收入

《名媛集》？值得深究。事實上，這八首詩並非是一時一地所作：前六首為一組作
品，白居易的三首答詩題為〈燕子樓〉，收錄於《白氏文集》卷十五，據白居易自序，
居易為校書郎時游於張愔幕下，得識盼盼，其後絕不相聞，後得好友張仲素詠其〈燕
子樓〉詩三首，居易感喟，遂答詩以三首，學者將其繫於元和十年（815），此即《觀
妓集》所收前六首詩；後兩首為另一組作品，一首為白居易贈關盼盼詩，一首為關盼
盼答詩，白詩題為〈感故張僕射諸妓〉，並未明言是贈盼盼之作，收錄於《白氏文集》
卷十三，朱金城以為，當作於元和元年（806）以後，然據其詩意，似乎亦當作於〈燕
子樓詩〉之後。據宋人曾慥《類說》卷二九引《麗情集》21，白居易在作了三首答〈燕子樓〉
之詩後，意猶未盡，「又一絕」云云，即《名媛集》所收此詩。從詩意來看，白居易的

〈燕子樓〉三首，主要是對盼盼的經歷表示同情，而〈感故張僕射故妓〉則云：「歌舞
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從張愔的立場出發，其意謂：可憐張僕射白白耗費
多年經歷，培養了盼盼這樣優秀的婢女，一旦身亡，竟不能將之同去；歎息之情，

17 《新書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卷三，頁107 。
18 《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三十三，頁1008 。
19 《雲溪友議》（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卷上，頁7。
20 關盼盼當為張愔之妓，舊傳云張建封者，誤。見《白居易詩集校注》，卷十五，頁1209-

1210 。
21 曾慥：《類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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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於言表。言下之意，關盼盼應該像綠珠那樣以身殉主，方不負張愔的栽培之恩。
此詩表達了對於盼盼經歷的哀歎和惋惜之情。楊肇祉之所以將此首選入《名媛集》，
當出於此考慮。

此外，楊炎和賈至各有贈薛瑤英詩一首，傳說薛瑤英為權相元載（？ -777）之
妾。楊炎詩云：「雪面淡眉天上女，鳳蕭鸞翅欲飛去。玉山翹翠步無塵，楚腰如栁不
如春。」22 極贊其面容之嬌美和體態之柔和。賈至詩云：「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
方知漢承帝，虛築避風臺。」23 借漢成帝為趙飛燕筑避風臺之典，寫出了薛瑤英身姿
的輕盈。再如趙象贈步非煙之作，出自皇甫枚的《非煙傳》24。據云，非煙為武氏妾，
鄰家有冠纓之子趙象，見而悅之，遂贈此詩。其詩云：「一覩傾城貌，塵心只自猜。
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寫出了趙象對非煙傾城之貌的讚美。

崔顥《盧姬篇》則借歷史人物盧姬，來表達個人的出處觀念。據其詩序，盧姬為
曹魏將軍陰升之姊，七歲入宮為婢，及魏明帝薨，又出宮嫁與尹更生。其詩云：「魏
王倚樓十二重，水精簾箔繡芙蓉。白玉欄杆金作柱，樓上朝朝學歌舞。」極寫盧姬入
宮後的奢靡生活。但末二句筆鋒一轉，寫道：「人生今日得嬌貴，誰道盧姬身細微。」
像盧姬這樣身份卑微的女子，誰能想到她今天可以得到這樣的榮華富貴呢？其艷羨
之情，溢於言表。評語云：「結語悠然可思。」初盛唐人往往不吝于表達自己的功名
利祿之念，崔顥此詩也借對出身卑微的盧姬最後能身享富貴的艷羨，表達了自己對
功利名望的追求。

二、《唐詩名媛集》呈現的歷代名媛圖卷

從《詩經》和楚辭開始，對女性的描寫已經成為中國文學中的一大母題。到了六
朝時期，更形成了專門以描寫女性眉毛與姿態為能的「宮體詩」。徐陵的《玉臺新詠》
可謂是第一部女性描寫的文學專集。唐代詩人們對女性的書寫，在繼承前人的基礎
上，在題材和寫法上，又有創新與開拓。這在《唐詩名媛集》中，可見一斑。

對前代名媛的書寫

（1）家國情懷與現實批判之間：唐人的昭君書寫

最為突出的是，《唐詩名媛集》選了34首描寫王昭君的詩歌，位居諸名媛之冠 25。

22 蕭，當作「簫」，據天啟本校。「不如春」，一作「不勝春」。
23 「承」，當作「成」，據天啟本校。
24 《太平廣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百九十一引。
25 原注有昭君詩35首，但陳標的一首實為寫班婕妤的詩，詩中有云：「笙歌處處回天睠，獨

自無情長信宮。」《文苑英華》卷二百四詩題作「班婕妤怨」，《全唐詩》卷五百八作「婕妤
怨」。因此，《名媛集》所收唐詩，真正寫昭君的只有34首。

jy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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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君出塞的故事，始見於《漢書》的《元帝紀》與《匈奴傳》，以及《後漢書 · 南匈奴
傳》，至於流傳甚廣的「黃金買畫工」等故事則見於《西京雜記》26。然昭君的事跡最早
見詠於詩歌，則主要集中在樂府詩 27。《樂府詩集》 卷二十九《相和歌詞》有「王昭君」 

「明君辭」 「明君歎」等曲名，卷五十九《琴曲歌辭》又有「昭君怨」曲名。《古今樂錄》
云：「張永《元嘉技錄》有吟嘆四曲：一曰〈大雅吟〉，二曰〈王明君〉，三曰〈楚妃歎〉，
四曰〈王子喬〉。〈大雅吟〉、〈王明君〉、〈楚妃歎〉，並石崇辭。〈王子喬〉，古辭。〈王
明君〉一曲，今有歌。〈大雅吟〉、〈楚妃歎〉二曲，今無能歌者。古有八曲，其〈小雅
吟〉、〈蜀琴頭〉、〈楚王吟〉、〈東武吟〉四曲闕。」28 其中收錄唐前作品二十餘首。總體
看來，唐前的昭君題材詩，主要是就昭君的經歷，平平敘述，視角較為單一。如鮑
照（414-466）〈王昭君〉云：「既事轉蓬遠，心隨雁路絕。霜鞞旦夕驚，邊笳中夜咽。」
寫昭君不得歸漢的幽怨之情。再如梁代施榮泰同題詩云：「垂羅下椒閣，舉袖拂胡
塵。唧唧撫心歎，蛾眉誤殺人。」這裡當用了《離騷》的典故：「眾女嫉余之蛾眉兮，
諑謠謂予以善淫。」對自己遭受蛾眉之妒感到憤慨。

與前代相比，唐代詩人的昭君題材寫作在抒情方式上要更加多樣化，感情也更
加細膩動人。詩人們多使用側面的描寫，來烘托昭君的幽怨之情。如崔國輔（678-
755）〈昭君怨〉：「漢使南還盡，胡中妾獨存。紫臺綿望絕，秋草不堪聞。」29 借漢使南
還、塞草連綿的景色來烘托出昭君獨獨不得南歸的怨望之情。李白的〈明妃曲〉借月
起興：「漢家秦地月，流影送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漢月還從東海出，明
妃西嫁無來日。臙脂長寒雪作花，媚眉顦顇沒胡沙。生乏黄金枉圖畫，死留青塚使
人嗟。」 30 出塞之時，正是此月送昭君以往；出塞之後，仍是此月夜夜當空，遠照離
人。此月雖未嘗變，然昭君已落得容顏憔悴、枉死胡沙了。物是人非之慨，隱然筆
端。眉批云：「長歌足以當哭。」正道出了此詩的悲慨之情。也有一些詩歌，則直抒
胸臆，表達了對昭君悲慘經歷的強烈控訴。同為李白的〈昭君怨〉云：「昭君拂玉鞍，
上馬啼紅頰。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通過一個 「拂玉鞍」的動作，寫出了昭君
對漢庭的絕望，和遠赴匈奴以和親的決絕 31。東方虬〈昭君詞〉云：「漢道方全盛，朝
廷足武臣。何須薄命妾，辛苦遠和親。」漢朝這麼強盛，邊庭又有這麼多武將，為何

26 山田勝久：《王昭君に於ける史実と虛構性の系譜について》，語学文学 (27), 1989，頁41-
51；張高評：《王昭君形象之轉化與創新：史傳、小說、詩歌、雜劇之流變》（臺北：里仁
書局，2010年）。

27 劉潔：〈論先唐咏昭君詩的主題傾向與表述方式〉，《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第五期（2013年），頁163-168。

28 郭茂倩：《樂府詩集》（ 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二十九，頁424 。
29 「綿」，《唐詩艷逸品》作「錦」，據他本改。「聞」，一作「論」。
30 此詩詩題，《李太白集註》卷四、《樂府詩集》卷二十九作「王昭君」，《英華》卷二百四作「昭

君怨」。「媚」一作「蛾」。
31 山內春夫：《李白「王昭君」詩における「払玉鞍」について》，東方学 (58)， 1979-07，頁71-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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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辛苦一個弱女子來換取和平呢？這首詩仿佛是借昭君之口道出，埋怨不滿之氣溢
於紙上。批語云：「昭君意中之言，想是乃爾。」可謂得之。

昭君之所以得到後來詩人的廣泛同情，還有一個原因是昭君被讒的經歷容易引
起士人們的共鳴。據《西京雜記》，昭君本為漢元帝（前75-前33）宮女，因為不肯賄
賂畫師毛延壽，所以被「醜圖其形」不被召見。這種行為本身就容易引起遭受排擠而
不被重用的文人們的共鳴。如Paul Rouzer所分析，宮廷畫師毛延壽在這裡充當了一
個嫉賢害能的佞臣角色，而皇帝通過圖畫來擇妃的行為，與士人通過選拔以入仕之
流程頗為相應。後來匈奴來求和親，昭君主動要求出征的行為，又契合了士人們的
家國情懷 32。而漢元帝見到昭君美貌，後悔不已的結局，又與昭君之前不被召見的經
歷形成了對照和反差，頗具有戲劇性。正如論者所云，前人歌詠昭君的詩作，多以
哀歎為主。唐人的昭君詩，淡化了昭君故事的悲劇色調，從突顯昭君為國犧牲的精
神、宣揚異域情深的筆調等方面，做出了一些開拓 33。

相比于前人，唐人更善於發掘昭君故事中的矛盾和悖謬之處，來增強其敘事的
張力。如在《名媛集》所選儲光羲的《昭君》四首中 34，昭君不再是被胡沙吹拂的蓬頭垢
面的形象，相反，昭君在匈奴受到了很好的禮遇：「胡王知妾不勝悲，樂府皆傳漢國
辭」；「彩騎雙雙引寶車，羌笛兩兩奏胡笳。」匈奴一心討好昭君，與漢皇對昭君的忽
視形成了對比；而昭君雖然在匈奴備受寵幸，卻依然無法適應荒蠻的環境，想要回
到漢朝：「毳幕夜來時宛轉，何由得似漢王邊。」如Paul Rouzer所云，這樣的反差更
突出了昭君對漢朝的忠心和漢朝對其冷漠的對比，強調了昭君不屈的品格和倔強的
個性，昭君自身作為悲劇主角的主體意識得到更加強烈的彰顯。35

32 Paul Rouzer: “Here, the emperor must depend on an intermediary-the court painter-to supply him 
with information about his ladies. The painter thus holds the important role of flatter/slanderer so 
central to post-Li sao rhetoric: on the one hand, he is the matchmaker needed for any true congress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ruler and minister; on the other, he is the obstructer, the one who con-
ceals true ministerial worth from the ruler or who promotes worthlessness for the sake of profit. The 
emperor’s book of paintings is a form of selection, just as the examination system will become in 
later ages, and tampering with such a system threatens the well-being of the entire state. Zhaojun is 
wilful in this version as well, although her wilfulness incorporates a strong sense of virtue in her re-
fusal to join the other court ladies in offering a bribe.” See Articulated Ladies: Gender and the 
Male Community in Early Chinese Tex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184-185.

33 王前程：〈唐人昭君題材作品的藝術開拓之功及其影響〉，《中國文化研究》 冬之卷（2012
年），頁90-101 。

34 儲光羲之「羲」，《唐詩名媛集》訛為「華」。 詩題，《儲光羲詩集》卷五、《全唐詩》一百 
三十九作「明妃曲」，《萬首唐人絕句》卷四作「明妃詞」。

35 Paul Rouzer: “Life with the Xiongnu is not primarily one of suffering (in spite of the snow and the 
cold); rather, it is a life she refuses to adopt just as she refuses to trade her gauze robes for more 
suitable furs. Chu no doubt wishes to make Wang a figure of pity, as previous poets have done, but 
he also suggests a strong wilfulness in refusing to surrender her old role as imperial consort.” See 
Articulated Ladies: Gender and the Male Community in Early Chinese Texts,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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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唐代詩人，則選擇從毛延壽這一畫師入手，來揭示昭君悲劇本身的荒誕
性。如《名媛集》所選宋之問（656？ -712）的〈昭君怨〉其一云：「薄命由驕虜，無情是
畫師。」36 指出昭君的悲劇命運，乃是由匈奴和毛延壽等共同造成，具有深刻的批判
意義。其二其實是梁獻詩，劈頭兩句說：「圖畫失天真，容蕭坐誤人。」37 從畫論來
說，畫皮容易畫骨難，圖畫本來難以真正展現一個人的精神氣質，如此看來，昭君
之所以得不到元帝的召見，似乎也不能完全怪毛延壽。白居易更將此意推進一層，
其詩云：「自是君恩薄如紙，不湏一向恨丹青。」明確指出昭君之所以不受重用，乃
是因為漢元帝的薄情，毛延壽只是替罪羊而已。批語云：「有分曉。」正是指出了此
句見解的高明。宋人王安石（1021-1086）〈明妃曲〉云：「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
毛延壽。」「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應當是從梁獻、白居易等的作品中
化出，而更近一層。從翻案詩的傳統來說，三位詩人的作品層層遞進，可以看出其
間的演進關係。

（2）「不是思君是恨君」：唐人的陳阿嬌書寫

唐人對於前代女子的書寫中，陳阿嬌和班婕妤也是頗受歡迎的人物。《名媛集》
中收錄了書寫陳阿嬌的詩有10首，寫班婕妤的詩有13首，大致相當 38。二人的經歷，
也十分相似。陳阿嬌是因為衛子夫進宮而失寵，被幽禁在長門宮；班婕妤則是因為
趙飛燕姐妹入宮而失寵，被打入長信宮。詩歌中關於二人的書寫，最早均集中出現
於樂府詩。這種抒發宮怨的詩，可謂是唐人最鍾情的題材之一。《樂府詩集》卷
四十二「相和歌詞」有「長門怨」 「阿嬌怨」等曲名，《樂府解題》曰：「〈長門怨〉者，為
陳皇后作也。后退居長門宮，愁悶悲思，聞司馬相如工文章，奉黃金百斤，令為解
愁之辭。相如為作《長門賦》，帝見而傷之，復得親幸。後人因其賦而為〈長門怨〉
也。」39 書寫陳阿嬌的樂府詩，據《樂府詩集》的記載，唐前只有梁代柳惲、費昶的幾
首作品。他們的詩作只是單純地書寫阿嬌的悲痛哀怨之情，如柳惲（465-517）詩云：

「綺簷清露溽，網戶思蟲吟。嘆息下蘭閤，含愁奏雅琴。」寫阿嬌歎息撫琴之狀；再
如費昶（約510年前後）詩云：「向夕千愁起，自悔何嗟及。愁思且歸床，羅襦方掩
泣。」寫阿嬌愁思掩泣之態。

相較而言，唐代書寫阿嬌的作品，要更為豐富一些。如劉皂〈長門怨〉詩云：「宮

36 此詩，《樂府詩集》卷二九作沈佺期詩，《全唐詩》卷九六同，題下注「一作宋之問詩」。詩
題，《樂府詩集》作「王昭君」。

37 「蕭」，當作「華」。
38 《名媛集》目錄標班婕妤詩12首。但所收〈阿嬌怨〉二首，第一首其實為〈西宮秋詞〉，乃寫

班婕妤之詩。所以《名媛集》寫班婕妤的詩當為13首。
39 《樂府詩集》，卷四十二，頁621。



曲景毅 ／幽禁中之丰姿，落寞中之妖冶：《唐詩名媛集》述評  99

殿沉沉月色分，昭陽更漏不堪聞。珊瑚枕上千行淚，不是思君是恨君。」40 明白如
話，卻寫出了阿嬌對武帝愛恨交織的情感，更為婉轉細膩。皎然〈長門妃怨〉云：「春
風日日閉長門，搖蕩春心自夢魂。莫遣花開只問妾，不如桃李正無言。」41 人有口而
難言，倒不如花之無口無言，正寫出了無盡的哀怨和悵惘。劉言史的〈長門妃冬
怨〉：「獨坐爐邊結夜愁，暫時恩去亦難收。手持金筯垂紅淚。亂撥寒灰不舉頭。」抓
住一個寒夜撥火的畫面，寫出了阿嬌百般寂寥之狀，鏡頭感十足。

（3）昭陽月色：唐人的班婕妤書寫

關於書寫班婕妤的詩篇，《樂府詩集》卷四十三有「班婕妤」、「婕妤怨」、「長信
怨」等曲名。《樂府解題》曰：「〈婕妤怨〉者，為漢成帝班婕妤作也。婕妤，徐令彪之
姑，況之女。美而能文，初為帝所寵愛。後幸趙飛燕姊弟，冠於後宮。婕妤自知見
薄，乃退居東宮，作賦及紈扇詩以自傷悼。後人傷之而為〈婕妤怨〉也。」42 最早以此
題寫詩的為晉代的陸機（261-303），其詩云：「婕妤去辭寵，淹留終不見。寄情在玉
階，託意唯團扇。」另一首云：「春苔暗階除，秋草蕪高殿。黃昏履綦絕，愁來空雨
面。」出現的「玉階」「團扇」等意象，成為後世班婕妤題材詩歌的重要母題。梁陳時
期進入了班婕妤題材寫作的第一個高峰期，梁元帝（508-555）、劉孝綽（481-539）、
陰鏗（511-563）、何楫等，都有此題的作品。和陸機的作品比起來，梁陳詩人的筆觸
更加濃艷，和當時流行的「宮體詩」詩風相近。

到了唐代，班婕妤題材的詩歌創作繼續受到詩人們的鍾愛，大詩人如王維、李
白、王昌齡等都有歌詠班婕妤的作品，並且的藝術上更為成熟。《唐詩名媛集》的選
錄情況，也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如王維〈班婕妤〉云：「恠來粧閣閉，朝下不相迎。
總在春閨裏，花間笑語聲。」43 雖然沒有一字一句正面提到婕妤之怨，但通過春閨間
的笑語，反襯了班婕妤的孤獨哀怨之情，以樂景寫哀，而其情益哀。李白的〈長信妃
怨〉云：「月皎昭陽殿，霜清長信宮。天行乘玉輦，飛燕與君同。更有歡娛處，承恩
樂未窮。誰憐團扇妾，獨坐怨秋風。」44 詩篇同樣採取側面烘托的手法，先是寫到昭
陽殿的月色，長信宮的秋霜，一派淒清荒涼；接著寫到天子與趙飛燕正乘坐在玉輦
之中，歡愉非常。兩相比照，更襯托出了班婕妤的孤獨寂寞。最後方點明主題：「誰
憐團扇妾，獨坐怨秋風。」層次分明，章法井然，但抒情效果卻極為強烈。

40 此詩，《英華》卷二百四、《全唐詩》卷四十九作齊澣詩，「月色」作 「月欲」，末句下註「一
作半是思君半恨君」，《全唐詩》卷四十九題下並註「一作劉皁詩」。

41 此詩，《唐詩艷逸品》誤作王昌齡詩。 「自」，《杼山集》作「似」。「莫」，《樂府詩集》作「若」，
《杼山集》作「誰」。「問」，《杼山集》、《樂府詩集》作「笑」。

42 《樂府詩集》，卷四十三，頁626。
43 此詩詩題，《王右丞集》卷十三作「金輿」，《國秀集》卷中作「扶南曲」。
44 此詩詩題，《李太白集》作「長信宮」，《樂府詩集》卷二十三作「長信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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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代名媛的書寫

（1）別樣的貴妃

除了書寫前代美女，唐代詩人用了更加大量的筆墨來書寫那些當代的女子，為
我們展現了唐代女性生活的色彩斑斕的畫卷。這在《唐詩名媛集》中也有很好的體
現，其中既有帝妃貴戚，又有宮妾婢女，也有優伶聲妓。其中，楊貴妃這一形象受
到了唐代詩人較多的關注。有趣的是，《名媛集》將安史之亂後，那些從追憶的角度
來書寫楊貴妃形象的詩歌排除在外，只收錄了在安史之亂前描寫楊貴妃的作品：李
白的〈宮中行樂詞〉四首和訛為王之渙的〈貴妃剪髮〉。從中可看出楊肇祉獨特的用
意：安史之亂之後的作品，無論是從「紅顏禍水」的角度去批評楊貴妃（如杜甫〈麗人
行〉〈北征〉）45，抑或是從同情憐憫的角度去敘述「李楊」的愛情悲劇（如白居易〈長恨
歌〉）46，都已是隔了一段距離的觀望，而並不能貼近地把楊貴妃的形象呈現出來。

李白的〈宮中行樂詞〉原有八首，這裡特選取了其中四首。有意思的是，楊肇祉
沒有選擇李白頗負盛名的〈清平調〉三首。天啟本引《唐詩歸》批語云：「太白〈清平〉
三絕，一時高興耳。其詩殊未至也。此首雖流麗，而未免淺薄，然較三絕句差勝。」
這裡採納了鍾惺（1581-1624）、譚元春（1586-1637）的意見，認為〈清平調〉只是一時
興致所到的作品，並非佳作；〈宮中行樂詞〉描寫貴妃在宮中遊樂的情形，雖有淺薄
之嫌，但仍然比〈清平調〉要好。事實上，〈宮中行樂詞〉所表達的情感，確實要比《清
平調》更加細膩，如：「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寳髻，石竹繡羅衣。每出
深宮裏，常随步輦歸。只愁歌舞散，化作綵雲飛。」寫貴妃在宴樂之後，獨自乘步輦
回宮，突然想到人生短暫，擔心今日的歡愉也將隨彩雲飛散。觥籌交錯之後的寂
靜，最容易讓人感到人走茶涼的況味 47。李白抓住了貴妃此時細膩的心理變化，可謂
體貼入微。

此外，《名媛集》還收錄了題名為盛唐大詩人王之渙的〈貴妃剪髮〉一詩。此詩其
實是晚唐詩人王渙（859-901）的〈惆悵詩十二首〉其八，並非盛唐詩人王之渙的作品。
詩人所記乃楊貴妃剪髮以謝唐玄宗的故事。據《舊唐書》卷五十一《后妃傳》及宋人樂
史（930-1007）《楊太真外傳》卷上記載，楊貴妃忤旨放出外第，剪髮一束以謝玄宗，
再次得到玄宗召還，寵幸更甚。此詩很早就已訛為王之渙作 48，《名媛集》更題為《貴

45 重松詠子：《杜甫の詩における楊貴妃像》，中国文学論集 (33)，2004，頁76-90。
46 成瀬哲生：《楊貴妃伝説の誕生-- 「長恨歌」と「長恨歌伝」 (特集 中国古典小説入門2--唐

代伝奇小説の世界)》，Sinica 8(10)，1997-10，頁61-64。静永 健 《白居易「新楽府五十首」

における楊貴妃像》，中国中世文学研究 (32), 1997，頁18-30。 
47 戶崎哲彥：《同時代人の見た楊貴妃--李白 ・ 杜甫の詩歌における比擬表現を中心にし

て》，中国文学報 (43)， 1991-04，頁52-85 。 
48 清 · 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卷四云：「王渙字群吉，唐末人。常作《惆悵詩》者，載在《唐

詩紀事》。而《才調集》訛作王之渙，洪容齋（邁）亦仍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字體字號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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妃剪髮》，或是借重大詩人聲名突顯此詩而有意為之。其詩云：「青絲一縷凈雲鬟，
金翦刀鳴不忍看。特問君王寄幽怨，可能從此住人間。」49 從剪髮這一細節道出貴妃
失寵後的怨望與擔憂。

（2）士子與名妓的交游

隨著唐代科舉制度的發展，進士成為唐代取士的主要科目，尤其是武后以詩賦
取士，造成了進士的浮薄之風，歐陽修（1007-1072）評唐代士風云：「皆狎猥佻佞，
忘君臣禮法，惟以文章取幸」50；而由於唐代省試在京師舉行，士子不得不離家遠赴京
城來求取功名，長期的漂流在外也為其徜徉妓館提供了機會，於是唐代的贈妓詩成
為一個重要題材。《名媛集》中記錄了士子與這些有名有姓的名妓的交往，而非「泛詠
美人」（《唐詩名媛集》凡例）。如鄭史〈行雲〉詩：「最愛鉛華薄薄妝，更兼衣著又鵝
黄。從來南國名佳麗，何事今朝在北行。」51 題下小注云：「南妓，後徙居北。」鄭史，
字惟直，宜春人，開成元年進士及第，此當為其在京師應試期間贈妓之作。再如李
白〈段七娘詩〉，學者考云：「魏顥《李翰林集序》云：『 間攜昭陽、金陵之妓，跡類謝
康樂，世號李東山。疑昭陽妓與段七娘有關。』」52 然則段七娘當亦為昭陽之妓女。李
賀〈洛姝真珠〉，王琦注云：「洛姝，謂洛陽之美人，真珠其名也。」53 當是李賀在洛陽
遇到的一位聲妓。這些詩歌都展現出了唐代士人的狎妓之風。

另外，唐代尚有一種特殊的娼妓，即女冠式的娼妓。唐代女子除了公主、嬪妃
出家為女冠的情況，或有因夫死守寡，或因家人坐罪等等原因，被迫出家者；甚至
有妓女、姬妾等因年老色衰而出家，以了餘生者。因此，道觀在唐代也成為狎妓活
動的場所 54。《名媛集》中收有李商隱〈月夜重會宋華陽姊妹〉詩一首 55，據考，宋華陽姊
妹即為女冠 56，詩云：「偷桃竊藥事難兼。」偷桃，謂東方朔事；竊藥，謂嫦娥事，均
為道教用語。另外，薛濤亦是唐代有名的女冠詩人。《名媛集》收有胡曾贈薛濤詩一
首：「萬里樓臺女校書，琵琶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57 薛

49 此詩最早見於《才調集》卷七，「凈」作「墮」，「特問」作 「持謝」，意義有別。《唐人選唐詩
（十種）》，頁860。

50 《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二零二，頁5748 。
51 此詩詩題，《全唐詩》卷五百四十二作「贈妓行雲詩」。
52 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云：「魏顥《李翰林集序》云：『間攜昭陽、金陵之妓，跡類

謝康樂，世號李東山。疑昭陽妓與段七娘有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頁1488 。

53 王琦：《李賀詩歌集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卷一，頁80。
54 《唐伎研究》，頁197-200 。
55 此詩詩題，「會」《李義山詩集》卷二作「寄」。
56 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2144-2145 。
57 此詩又見王建《王司馬集》卷八，詩題作「寄蜀中薛濤校書」。《萬首唐人絕句》卷五十八亦

作王建詩，詩題作「寄薛濤校書」。《鑑戒錄》卷十、《唐詩紀事》卷七十九、《唐才子傳》卷
八則作胡曾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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濤與很多唐代士子，如劉長卿（709-780）、李益（746-829）等均有交往，此詩也寫出
了薛濤名重士流的風概。《名媛集》也收有唐人吟詠營妓之作。

唐代士人在游宦之時，也經常會和不同官員打交道，觥籌宴飲之際，難免會和
這些官員的私妓產生交往，乃至發生情愫，或藉此抒發人生感慨。如集中有李涉贈
宋態宜詩二首，小字注云：「潮州妓。」58 李涉與劉員外（劉全白）本有舊交，故得識
宋態宜；多年後，李涉遊歷揚州，又見到寄居寺院的宋態宜，遂有此篇，并歎曰：

「不見豪首，而逢宋態。成終身之喜，恨無言於知舊歟！」可見今昔對比之慨。劉禹
錫的〈泰娘歌〉則敘述了歌女泰娘的悲慘經歷。據云，泰娘本是尚書韋夏卿家的歌
妓，夏卿歿後，流落民間。據學者考證，此詩作于元和八年（813）左右，劉禹錫任朗
州司馬後期 59，借泰娘的悲慘經歷，也抒發了對自己長期流落荒蠻經歷的感慨。薛宜
僚贈段東美之詩，據《南部新書》卷七，薛宜僚「會昌中為左庶子，充新羅冊贈使」，
遇海南，漂流至青州，於節度使烏漢貞的席上見到其私妓段東美，有意屬焉，及
別，遂留詩以贈。

（3）戲劇演出中的名媛

除了上述所舉諸例外，《名媛集》還收錄了一些能夠反映唐代戲劇演出狀況的作
品，可作為研究唐代戲劇之史料。如常非月所作〈談容娘〉詩：「舉手整花鈿，翻身舞
錦筵。馬圍行處匝，人壓看場圓。歌要齊聲和，情教細語傳。不知心大小，容得許
多憐。」 60〈談容娘〉為唐代戲劇〈踏搖娘〉的訛傳。崔令欽《教坊記》云：「〈踏謠娘〉，
北齊有人姓蘇，䶌鼻，實不仕，而自號為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
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
云：『踏謠，和來！踏謠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謠』；以其稱冤，
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鬥之狀，以為笑樂。今則婦人為之，遂不呼『郎中』，但
云『阿叔子』。調弄又加典庫，全失舊旨，或呼為『談容娘』，又非。」61 關於〈踏搖娘〉
劇的演出情形，任半塘已經有詳細的研究，并稱之為「唐代全能之戲劇，在今日所得

58 據《雲溪友議》卷下「江客仁」條，宋態宜（一作「宋態」）本為吳興劉員外愛姬，然則「潮州」
當作「湖州」，《全唐詩》卷四百七十七題作「遇湖州妓宋態宜二首」，是。見《雲溪友議》（上
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頁61-63；《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頁1211。

59 陶敏、陶紅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頁137。蔣維崧等
以為作於元和九年（814），見《劉禹錫詩集編年箋注》（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
頁159。

60 詩題，《國秀集》卷下、《文苑英華》卷二百十三作「詠談容娘」。
61 崔令欽：《教坊記》（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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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之資料中，堪稱中國戲劇已經具體，而時代有最早者」62。這裡所寫的，當為詩人觀
看《踏搖娘》戲劇表演的情形。「馬圍行處匝，人壓看場圓。」寫出了眾人觀劇的熱鬧
情狀；「不知心大小，容得許多憐」，又寫出了詩人對劇中女主角悲慘命運的深切同
情。另有畢耀所作〈玉清歌〉一首曰：「洛陽城中有一人，名玉清。可憐玉清如其名，
善踏斜柯能獨立，嬋娟花豔無人及。」可知玉清當為洛陽有名的歌姬。「珠為裙，玉
為纓，臨春風，吹玉笙。悠悠滿天星，黄金閣上粧成雲。」生動地描繪了玉清歌舞之
狀，藉此可見唐代歌女表演之情態。

小結

楊肇祉編選的《唐詩名媛集》為我們呈現了一幅姿態萬千的歷代美人圖卷。楊肇
祉對「名媛」的界定，在外延上，劃定為名妃、淑姬、聲妓、孽妾四種類型，在內涵
上，認為名媛要有風度氣節。他對女子志行的評定，并非簡單從道德評判的角度出
發，而是表達了對女子的美好容貌的讚揚、艷羨和不幸遭遇的同情、嘆息，「幽禁中
自有一種豐姿，落寞中另有一種妖冶，所謂益悲憤而益堪憐者」（《唐詩名媛集》凡例
三）。雖然這樣的標準也許未必貫穿整部選集，但這顯示出楊肇祉選詩獨特的眼光和
品味，選錄諸篇強調對女子獨立人格、鮮明個性的刻畫與描繪，他固然看重詩中女
子的「名媛」身份，但更重視其氣節風度，即《唐詩凡例集》凡例一中所說「志凜秋霜、
心盟匪石、遞密傳粽」者，凡符合這三條中之一條者，大抵即為編者選錄的對象。本
集所描寫的「名媛」，大致分為名妃、淑姬、聲妓、孽妾四種，既收錄了描寫昭君、
陳阿嬌、班婕妤等前代名媛之作，也收錄了描繪楊貴妃、崔鶯鶯、關盼盼等唐代名
媛的詩歌，全面地反映了唐人對歷代名嬡的書寫風貌。值得注意的是，《名媛集》還
收錄了一些能夠反映唐代劇場演出狀況的詩歌，可作為研究唐代戲劇的史料。

當然，這部選集也有不足，主要表現在一些張冠李戴的錯誤上。如所載徐彥伯
〈婕妤怨〉一首，據令狐楚《御覽集》、《二皇甫集》卷六均作皇甫冉詩，天啟刻本已改
正。但尚多有天啟本未及改正者，凡4處（6首詩）：如所選王昌齡〈長門妃怨〉一詩，
其實當為皎然詩；崔國輔〈長信宮怨〉二首，當為王昌齡詩；王之渙〈貴妃剪髮〉，當
為晚唐詩人王渙〈惆悵詩十二首〉其八；再如王昌齡〈阿嬌怨〉二首，第一首當為〈西
宮秋怨〉，第二首則當為劉禹錫詩。另外，本集為唐詩人選本，卻選入了一些非唐代
詩人的作品，如庾信的〈王昭君〉〈班婕妤〉二首，其他正文中所存在的訛誤，茲不備
舉。但瑕不掩瑜，《唐詩名媛集》作為一部有獨特選詩意識的關於唐代詩人書寫前代
和當代名媛的詩歌選集，值得予以重視并研究。

62 任半塘：《唐戲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497。



幽禁中之丰姿，落寞中之妖冶：《唐詩名媛集》述評

曲景毅*

《唐詩名媛集》是晚明楊肇祉編選的《唐詩艷逸品》之第一種，選詩91首，專門選
錄唐詩中描寫歷代名媛的詩篇，呈現了一幅姿態萬千的美人圖卷。選錄諸篇強調對
女子獨立人格、鮮明個性的刻畫與描繪，透露出楊肇祉獨特的選詩宗旨：他固然看
重詩中女子的「名媛」身份，但更重視其氣節風度，即凡例中所說「志凜秋霜、心盟
匪石、遞密傳悰」者，志凜秋霜，指女子志行高潔，「心盟匪石」指女子對愛情堅貞，

「遞密傳悰」不易理解，「悰」指心緒，「遞密」或同「密遞」，「遞密傳悰」或為私相傳遞
或暗通蹤跡之意。本集所描寫的「名媛」，大致分為名妃、淑姬、聲妓、孽妾四種，
既收錄了描寫王昭君、陳阿嬌、班婕妤等前代名媛之作，也收錄了描繪楊貴妃、崔
鶯鶯、關盼盼等唐代名媛的詩歌，全面地反映了唐人對歷代名嬡的書寫風貌。值得
注意的是，《名媛集》收錄了一些反映唐代劇場演出狀況的詩歌，可作為研究唐代戲
劇活動的史料。

關鍵詞：《唐詩名媛集》；《唐詩艷逸品》；楊肇祉；名媛

* 曲景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Charming in Silence and Coquettish in Desolate:  
A Commentary on Tangshi Mingyuan Ji

Qu Jingyi 

Tangshi mingyuan ji 唐詩名媛集 (A compilation of Tang poems on mingyuan) is 
one of the volumes of Tangshi yanyi pin 唐詩艷逸品 (Exemplars of the flamboyant and 
the elegant in Tang poetry) edited by late Ming scholar Yang Zhaozhi 楊肇祉. Ninety-
one Tang poems specifically on mingyuan (or literally famous women) are collected 
in it, which comprehensively reflects how the Tang literati wrote about mingyuan of 
different dynasties. It showed Yang Zhaozhi’s unique choice and taste: he places a greater 
importance on the integrity and moral principles of the poem’s protagonist than her social 
status. As encapsulated in the anthology’s explanatory notes, it selects ladies of “integrity, 
fidelity, and unwavering moral principles transmitting emotions” 志凜秋霜、心盟匪石、
遞密傳悰 (zhilin qiushuang, xinmeng feishi, dimi chuancong). Zhilin qiushuang refers 
to a woman’s noble aspirations. Xinmeng feishi describes a woman of unwavering moral 
principles. However, the line dimi chuancong is baffling. Cong refers to matters of the 
heart while dimi refers to “private transmission”; Dimi chuancong (or chuanzong) might 
thus be describing the infidelity and secret rendezvous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The mingyuan included in this volume are mainly women under four categories, namely 
imperial concubines, virtuous women, courtesans, and lowly concubines. The Mingyuan ji 
collects works describing mingyuan from the previous dynasties including Wang Zhaojun 
王昭君, Chen Ajiao 陳阿嬌, and Consort Ban 班婕妤. It also collects works about Tang 
mingyuan including Imperial Consort Yang 楊貴妃, Cui Yingying 崔鶯鶯 and Guan 
Panpan 關盼盼. Thus, the Mingyuan ji comprehensively reflects the writing style of the 
Tang literati towards mingyuan of different dynasties. Another point worthy of note is that 
the Mingyuan ji also collects some poems reflecting the situation of theatre performance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nd thus could be used as a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them.

Keywords: Tangshi mingyuan ji Tangshi yanyi pin Yang Zhaozhi mingyuan

* QU Jingyi,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