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昏卻下瀟瀟兩一一評朱淑真之斷陽詞

李慧琳

摘要

南宋女詞人朱淑真是個與同代著名女詞人李清照齊名的文學家，然而因時代離亂之
故，其作品所存不多，並未引起後人的重視與研究。本文從朱氏生平事蹟、詞作的內涵
及風格三方面做出初步的研究，以期能給予她在文壇上一個公平公正的地位。

關鍵詞：朱淑真

婉約派

南宋女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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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腸詞

一．別旨

在宋代詞壇上，除了北宋李清照的〈漱玉詞〉之外，似乎鮮少再有其他女性詞人的
蹤影了。
其實，在中國古代的社會，本就是以男性為主導的、大歷史，在操控著一切，包括
對女性的控制與限制。在所有的中國文學史裡’女性文學一直是缺席的。這並非表示沒
有女性作家，而是觸及到中國總體父權壓抑的問題。法國女性主義有一句座右銘是這樣

說的：「何處有壓抑，何處就有女性。」所以女性文學的被迫缺席，使得她們成為隱性

的物體，而男性的聲音則理所當然成為歷史唯一的真相。 1因此，才色雙全的女詞人朱淑
真，由於她特殊的身世遭遇，使得她的文名被隱沒在小歷史之中，並被巨大的主流歷史

給掩蓋了，甚至被抹滅了。以致於在宋代的詞壇上，鮮少看到她這顆璀璟發亮的星辰。

朱淑真的〈斷腸詞〉，深刻地寫出了女性情傷的痛苦與追求愛情的無畏。她以自己
心中不可解的苦閥，發而為詞，才有如此一字一淚的作品。在愛情上的失落，以及不適

當的婚姻配對，使得她的人生從此多件，跌入了「斷腸」、「恨淚」的無止盡深淵中。雖
然後世一般成認為朱淑真是婉約詞派，但是〈斷腸詞〉中的詞境與1LJ頃，叉豈是「婉約」
二字所能涵蘊？

關於朱淑真的生平事蹟’宋代文獻鮮有記載。叉後人於輯錄她的詩文時，雖對她的
作品及遺間較事，作過考證和記述，但大都寥寥數語，零星瑣屑﹔或為武斷臆說，憑空
猜測。 2因此有關朱淑真的生卒年代、籍實、家世以及她曾為之心碎的婚姻情況等，仍爭
論不休，沒有定論。是故，為了重新建構她在歷史上應有的地位，並回歸歷史真相，我

們必須從小歷史的脈絡中尋找遺落的回憶，如此才能賦予朱淑真清晰完整的面貌，並且
讓被壓抑的小歷史得以開發出自我定位的生存空間。

二．朱淑真的生平事蹟
朱淑真，號幽棲居士。善詩詞。根據近代學者的考證’她應該是絕籍海寧，占籍錢

塘。其活動年代， 大約在南宋高宗紹興至孝宗淳熙年間，是宋代繼李清照之後又一位卓

有成就的女文學家 。宛陵人魏仲恭於淑真死後，輯錄其詩作，題名為 〈斷腸集〉’並為

l 林幸讀：《歷史、女性與性別政治﹜（台北市：麥田出版社， 2000 年 3 月），頁 11
2 黃媽梨：〈朱淑真研究﹜（大陸：三聯書店， 1992 年 6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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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序。淑真另有〈斷腸詞〉一卷，但已候。後經明人毛晉搜輯，得明初洪武年間鈔本，
毛晉〈汲古閣〉即據此與〈漱玉詞〉合刻刊行。 3今本〈斷腸集〉’共有詩集十卷，詩後
集七卷，詞一卷。別有《璿磯國記〉一卷，收蜘令王士禎﹛池北偶談〉一書中。 4其作品

之多，為宋代女作家之冠。
由於朱淑真的生平記載，歷來少有論述。而宋代王唐佐為其作的傳叉已亡候，因此
僅能就前人對朱淑真所做的研究資料加以匯編整合，去蕪存菁，將朱淑真的一生大致分
為三個時期做為論述：

（一）富裕優涅的闡閣歲月
朱淑真出身於仕宜之家，家境優裕。雖然明代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曾說她「父
母無識」，但這顯然是否定的。從朱淑真的作品看來，她的父親應有相當的見識，而且
曾經做過官。

其一，淑真的〈璿磯國記〉中曾說：

初，家君官遊湖面，好拾清玩，凡可人意者，雖重購不惜也。一日家君宴郡伴
衡，偶於壁間見是圖，償其值，得歸遺予。於是坐臥觀究，國悟璿域之理。

據此，可知淑真的父親既是-t立曾在前西做官叉好拾清玩的人，怎會是無識之人？
其二，淑真有詩云：

詩禮間相遠，琴樽誰是親？（〈寄大人〉二首之二）

把酒何時共？論文幾日親？（〈和前韻前寄〉二首之二）

從這些句子裡，可以知道她的父親不但不至於「無識」’甚至有很高的文學造詣﹔
不然，如何與才情出眾的女兒談論詩文？ 5

除此以外，淑真叉有﹛得家嫂書〉：

聲聲喜報鵲溫柔，忽接芳織自使郵。
一尺溪麓棉錦帶，數行香墨健銀鉤。

從詩中可知淑真的嫂嫂亦通翰墨，行筆不俗，並非一般不識文墨的市井民婦。由此
評斷，能娶一位知書達理的媳婦必是門當戶對之故。綜上所述，可見淑真的出身，確是

名媛閩秀。
再者論及淑真的家庭環境，根據淑真的寫景及記事詩作中，可知她的家居相當宏

3 賣婦梨：《朱淑真研究﹜’頁 1

•

4 譚正璧：《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台北：莊嚴出版社， 1982 年 8 月），頁 223.
5 黃嫣梨：《朱淑真研究卜頁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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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極為符合官宜人家的派頭。比如她家有「桂堂」：

徵涼符月畫樓西，風遞椅香拂面吹﹔

先自桂堂無暑氣，那堪人唱雪堂詞。（〈納、涼桂堂〉二首之一）

也有「西樓」：

杜鵑叫落西樓月。（﹛春宵〉）

祇是西樓人未歸。（﹛春詞〉）

還有園池、深院、圍亭等等，氣象宏偉：

觸目囡池景，椅枯菊已荒。（〈初冬書懷﹜）

海棠深院兩初收，苔徑無風蝶自由。（〈晴和〉）

圍亭深寂撩私恨，山水昏明惱晴章。（﹛春陰〉）

再如周頤在《蕙風詞話〉中考據朱淑真的詩作如﹛晚春會東園〉、《春遊西園〉、﹛夏

日遊水閣〉、〈夜留依綠亭〉等多首加以論證’以為：

其家有東園、西園、西樓、水閣、桂堂、依綠亭諸勝。 6
可知朱家的宅第不是一般普通百姓所能擁有。除了家園的華麗外，從淑真一些記述
日常生活的詩篇中，如時常飲酒或侍女伺候，都可見出她千金小姐的地位：

撥悶喜陪尊有酒，供廚不處食無錢。（〈江上阻風〉）

夢回酒醒嚼孟泳，傅女貪眠喚不應。（〈酒醒》）

侍兒全不如人意，猶把梅花插－枝。（〈睡起〉）

在宋代，能夠經常喝酒的仕女，除了歌妓，必是富貴人家的女眷 。 因為宋代酒價及

6 黃婚梨：《朱淑真研究〉’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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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稅均童，普通民婦是不能負擔的。 7

再就朱淑真所受的教養來看，她工繪事、曉音樂、懂律曆、善書法，叉創作出那許
多文辭秀麗的詩詞，若不是受到家庭及父輩的黨陶，怎能造就出她重位才女？誼之前人
對她的評述，可得見一般：

孫壽齋〈後序〉：
朱淑真累嘲風詠月之才，負陽春白雪之句，凡觸物而思，因時而戚，形諸歌詠，
見於詞章，頃刻立就。

陳霆〈渚山堂詞話〉：

朱淑真才色冠一峙。
回汝成〈西湖遊覽志〉：

幼警慧，善讀書，工詩，風流龜藉。

鐘惺〈名媛詩歸〉：

文章幽豔，才色清麗。

綜上所缸，淑真在少女時期是一位才色清麗、多才多藝的大家闇秀。她終曰：盤桓在
雅繳的深宅大院裡’賞花弄月，賦詩撫琴，過著天真爛漫的生活。故其詩作內容「雖時

有闢翩之致，而少深思」 9 ，多圈限於傷春詠嘆一類。而從淑真少女時期的作品，亦可窺
見淑真的性格。她的感情豐富敏銳，體物細微，早期的寫景詠物詩以詠梅為多，表現其

清逸的人格美。 10 「溫溫天氣似春和，試探寒梅己滿坡。笑折一枝插雲蠻，閑人瀟酒似
誰麼？」（〈探梅〉）詩中表現出來的是一位情竇初開、早春探梅的青春少女形象。然而，

正患重種易感的情懷也最容易被傷害。在待字閩中時期的淑真，有一顆熱情真率的心，
卻在她受到封建婚姻的控桔後，從此傷痕累累，心碎神傷終斷腸。
（二）所適非偶的悲劇婚姻

朱淑真的婚姻，歷來說法不一。舊說以為淑真嫁為市井民妻，如魏仲恭〈朱淑真詩

集序〉中記載：「早歲不幸，父母失審，不能擇倪儷’乃嫁為市井民家妻。 J "t旦近來研

7 賣婦梨：《朱淑真研究卜頁 24-25 °

”賣婦梨：﹛朱淑真研究〉’頁 33-34 °
9 謝無量：〈中國婦女文學史﹜（台北：中華書局， 1979 年），頁 262 。

叫蘇萍：〈朱淑真愛情悲劇心理探徵〉 ’ 《遼寧師範大學學報﹜ 1998 年 2 月第 4 期 ， 頁 53 °
I I 賣婦梨：《朱激真研究卜頁 27 °

18

究朱淑真的學者一般咸認為淑真的丈夫不是“市井民家”子，而是一名庸碌無才的官
吏。論點有二：

1. 朱淑真的詩作中，有﹛會魏夫人席上〉、〈宴謝夫人堂〉、〈次韻見贈兼簡吳夫人〉
等交遊詩。唐宋官家太太，習稱「夫人 J 。這些詩作，可見出朱淑真與當時的貴
族大家往還遊宴的情形。所以，淑真的身份，應該是「宮太太」。

2. 朱淑真詩〈春日書懷〉中有「已無鴻雁傳家信，更被杜鵑追額愁。從宣東西不自

由，親糖千里淚長流！」的句子，“親陣”指父母處，“從宜”則是從夫，可證
明其夫在外做官。
由此可知，淑真在婚後應是過著優裕閒適的官太太生活，但為何〈斷腸集〉中卻充

滿了悲愁哀怨、孤寂無奈的感慨呢？殊不知，淑真的悲劇根由正是從她嫁入顯宜之家的
那一刻開始。

其實，早在婚前，淑真的心中就已經有理想駒戀人。擴黃嫣梨的推斷，淑真的戀人
應是一個讀書應試的人，並且會有一段時期住在她家的「東軒」’淑真對他讀賞勉勵之

惰，溢於言外，見〈賀人移學東軒〉詩：
一軒瀟灑正東偽，屏棄塵囂眾簡編。美護其辭影作器，涓流終見積成淵。

謝班難越于慚甚，顏孟堪蹄子勉務。為胡羽儀當養說，飛跨早晚看沖夭。

在淑真心中，他是一位飄逸丰采、與自己相配恰如「白璧一雙」的俊秀少年：
門前春水碧於天，坐土詩人逸似仙。白璧一雙無站缺，吹蕭歸去又無緣。

（〈湖上4嗓〉）

淑真在荳蓮年華的少女時代，應該與她的戀人有過一段頗美好的日子。但是基於家
庭背景、父母反對等種種原因下，使他們有情人終不能同諧琴瑟之歡。

淑真的父母犧牲了女兒的愛情，硬將她嫁與官吏，只為了“門當戶對”的封建等級

觀念。於是使得朱淑真在精神上追求和自己“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才子，與實際上追名
逐利、不懂感情的庸俗丈夫形成極大的落差。她對丈夫的厭惡從詩中屢屢可見：

鷗鷺鴛鴦作一池，須知羽翼不相宜。東君不與花為主，何似休生連理枝！

（〈愁懷〉）

輕圍絕勝雞頭肉，滑膩偏宜蟹眼湯。縱可風流無處說，已輸 湯餅試何郎。

（〈園子〉）
以上二詩，她自比為文采斑爛的鴛鴦，而目其夫為鷗鷺﹔她自負如輕圓滑膩的圓子，
而其夫卻不是面如傅粉的何郎。她以為，將兩個才貌不相稱之人強成匹偶，何如世間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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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無夫婦一倫！ 12再看她的〈舟行即事七首﹜：「共誰裁剪入新詩？」（〈其一〉）、 r 與輸工
上共詩裁？」（〈其五〉）更是沉痛地表達出她對夫婿乏才異趣的不滿。
淑真並不是一個甘顧在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襄自苦的女性。相反的，她具有尊重性靈

的個性意識，也勇於真誠坦率的追求自己的愛情理想。這種感情上的追求是女性身為人

的意識覺醒的最重要表現，體現了人的尊嚴與個性，是對那“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

奴性心態的否定與批判，具有深刻的進步意義。但是，此種個體意識覺醒的思想與性格，
卻不容於當時的社會，她的自主開明的性格和保守嚴苛的時代產生了相當大的抵觸，也

因此造成了她一生必然的悲劇。
（三）獨守空闋的寂寞生瀝
由於淑真與夫婿性格迴異，感情不合，再加上宋代的風氣流行押妓娶妾， 13因此根
據一般學者的推測，皆以為其夫後期可能別有所歡，並納妾遠仕’獨留淑真一人孤守空
蟬，加深她的悲怨。她會自比為見捐的秋扇：

一夜涼風動扇毯，背時容易入新秋。桃花 M- 土汪汪淚，忍到更深枕土流。

（〈新秋》）
雖然她的袋枕為淚所沾濕，但是她並非為自己的被棄而哭，而是為了名節誤人而恨
淚。 14擇善固執的淑真，不顧屈服於命運對她的籍制，再加上她始終真摯如一地眷念舊

惰，使得她毅然地衝破了傳統禮教的藩籬，拋卸了封建社會的束縛，不顧一切地與她的
戀人再續前緣，展開了一段不為世俗所容、卻熾烈專一的婚外戀情。淑真對愛的坦率真

誠，也毫不掩飾的在作品中呈現。且看她的〈清平樂〉，就大膽地無拘束地表現了嬌態
和思情：

惱煙撩露，留我須央住。攜手鵑花湖上路，一霎黃梅細雨。

嬌痴不怕人猜一’

和衣睡倒人懷。最是分攜時候，歸來懶傍妝台。

「嬌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懷」正和李煙〈一餅珠〉「嚼爛紅膏，笑向檀郎吐J
一樣的擒麗風光，一樣的大膽描繪。只不過，她的戀情卻是違背名教的私戀，愛得深痛

苦也更深，因而不免有一份及時行樂，不顧明日明年的愉恍心情。且讀她的元宵詩：

火燭銀花觸目紅，揭天鼓吹鬧春風。新歡入手愁忙裹，舊事驚心憶夢中。幼
但願暫成人越繕，不妨常任月朦攏。賞燈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會同。

12 黃嫣梨：《朱淑真研究〉頁訕。

的宋代押技藝妾之風極盛，由於皇帝帶頭提倡，政府允許，以致技女在北宋時惡性發展。而宋代官吏艾
士，叉好納妓為妾，娶妻遂成為宋代一時風氣。
I~ 琦君：《詞人之舟﹜（台北：純文學出版社， 1982 年），頁 1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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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半首描寫燈節與戀人攜手看燈的情景，後半首寫當時歡樂與憂心參半的複雜心

情。好景難長，生↑自明年此日，無法再共此景此刻。 15因為，淑真畢竟是生長在禮教森
嚴的宋代，她深知社會必然會起而討伐她這一段超出禮教範圓的戀情。最後，她和情人

的關係’終究還是被迫以分離作結。

在感情的依託徹底幻滅後，淑真陷入了重重深鎖的單獨1iJ績。她大量地寫出了多少
情致鱷綿的詩詞，以宣洩她對情人滿腔淒楚的相思與眷念，如傾吐心底秘密的〈江城

子〉：「展轉鑫掏空懊惱，天易見，見伊難！ J 如深受思念之苦的〈恨春〉：「春光正好須
風雨，恩愛方深奈別離．．．．．．鶯鶯燕燕休相笑，試與單棲各自知！」螂日怨訴深閏寂寞的

《菩薩蠻〉：「山亭水勵切半，鳳雌寂寞無人伴。．．．．．．多謝月相憐，今宵不忍圓。 J 或
如悲嘆獨居幽怨的〈霜夜〉：「獨坐小窗無伴侶，可憐霜月向人圓。」 16
其實，細細體會淑真詩詞的幽怨，可以明白她的沉痛並不的令生活上的形單影隻、

缺少依靠﹔而是在於失去了精神上的心靈知己所產生的深對j孤獨感。在她未婚時，她的
父母不了解她的真愛，而將她錯配姻緣﹔婚後，她的丈夫更不了解她，完全不能和她的

心靈對話﹔而唯一能進入她內心世界的戀人，叉為社會所不容，以致被迫分離。這種無
法遺懷、叉無人可訴的苦悶，她只能用嘲諷之筆譴責她自己：

女子弄文識可罪，那堪詠月更吟風？磨穿鐵現非吾事，繡折金織卻有功。

闊無清遺只看詩，又見詩中話別離。添得情懷轉蕭索，始知伶俐不如痕。

（〈自責〉）

實際上，這卻是對整個社會、甚至時代的最沉痛的控訴！

淑真之死，據魏仲恭說：「其死也，不能葬骨於地下，如青家之可弔’并其詩為父
母一火焚之。」黃嫣製以為淑真是因社會不容她的私戀而死於投水，故「不能葬骨於地

下。」她的死，淒慘而叉悲壯，正是對企會吃人的禮教的強烈反抗。一代才女，最終卻
只落得「花落人亡兩不知」的淒源景況！

三．析論〈斷腸詞〉之內容與風格
陸昶的〈歷朝名媛詩詞〉云：「淑真詩好，詞不如詩﹔愛其『黃昏卻下瀟瀟雨』句，

叉詞好於詩也。 」 這里對淑真的詞作，說明了很重要的一點，即是淑真的詞，一如詩作
的出色，而其中佳作甚或好於詩。 17

15 琦君：〈詞人之舟 〉’頁 185-186 。
16 喬以鋼：《中國的風流才女〉（台北：幼獅文化， 1995 年），頁 64.
17 黃婚梨：〈朱淑真研究〉’頁 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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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淑真的詞集，因手稿被焚，叉經數代輾轉傳抄，已「百不一存」。 18明人毛晉，經
搜集後得〈斷腸詞〉一卷，跋〈斷腸詞〉謂：
（淑真）詩餘僅見二閥於〈草堂集》’又見一閥於十大曲中，何落落如晨星也。
即獲﹛斷腸詞〉一卷，凡十有六調，幸觀全豹矣。

然毛晉所輯淑真之二十七首詞，其實僅為淑真詞作之小部份，仍未觀得全豹。之後
經許玉喙訂誤補遺，得詞三十一首，唐圭璋的《全宋詞〉則輯入〈斷腸詞〉三十二首，

並考辨其中六首為偽作，被編入「存目詞 J 一項。 19故現今餘下不足四十闕之作品乃僅
存之珠玉。
本文析論的重點，是將〈斷腸詞〉分成內容和風給兩部份加以擴才，以期能具體而

全面地剖析朱淑真的詞作。

（一）〈斷腸詞〉的內容
朱淑真的詞，其內容「言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豁人耳目」， 20較其詩更見婉麗清新。
大致言之，淑真的詞可分成愛情、離愁和景物三類。現分述如下：

1. 朱詞大膽地表現了對愛情的追求
淑真歡戀之作，往往真率坦誠，流露出熱情鱷綿的情致。如前一章節所提到的〈清

平樂〉：「嬌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懷」’詞中女子嬌態和痴情的模樣，簡直躍然紙上，
呼之欲出﹔較之李清照「眼波才動被人猜」（﹛混溪沙〉）的拘鐘，實是不可同日而語。
再如〈鵲橋仙﹒七夕〉亦為情感綿密之作：

巧雲妝晚，西風罷暑，小兩翻笠月墜。牽牛織女幾經秋，尚多少，離膀恨淚。
微涼入抉’幽歡生座，天上人間滿意。何如暮暮與朝朝，更改卻，年年歲歲。

溫馨之惰，齡令言表。收拍四旬，痛恨歡情年年歲歲之弄人，對秦觀「兩情若是久

長時，叉豈在朝朝暮暮」翻案。淑真大膽按露女子心跡，在表達女兒家對愛情的憧憬與
心態上，較之秦觀，更為繼綿真切。 21
淑真渴求愛情的作品出現在理學盛行的宋代，無疑地具有反封建禮教的進步意義，

但她因此連受到的詩謗自然也就更多。〈古今詞統〉卷四說她「太縱！ J 楊慎〈詞品〉
中則說：「．．．詞則佳矣，豈良人家婦所宜耶！」 22

18 魏仲恭〈詩集序〉 ，轉引自賣婦梨：《朱澈真研究〉’頁 136 。

”黃婚梨：﹛朱淑真研究〉’頁 136 。
”王國維：（人間詞話 〉（台北：商葫印書館， 1961 年），頁 219.
21 琦君：﹛詞人之舟卜頁 152.

22 轉引自鄭新莉：（談談女詞人朱激真〉’﹛昆明大學學報） 2000 年 9 月第 2 期，頁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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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鼻尊〈詞綜發凡〉說：「言情之作，易流于穢。」 23身為女子，更不能言惰，這是
封建社會長期傳統觀念。不過，可以一提的是，封衛吐會中也有人肯定這些作品的藝術
成就。如〈蓮子居詞話〉卷二就說：「淑真『嬌痴不怕人猜』善於言情，放誕得妙！」 24教

2. 朱詞真切地體現了離愁別苦
離愁別苦的＇Ll、境，幾乎估了〈斷腸詞〉中的絕大部份。淑真恨別與離情之作，較歡
戀為多，其寫法與意境方面，也有相當大的轉變，情感上由率真坦蕩轉向含蓄婉約，意
境則漸趨沉鬱悲愴。其離愁別苦之作叉可細分為三類：
(1 ）相思：
相恩的情懷以〈謂金門〉表達的最為透徹，其刻劃心理活動與抒寫情感方面，尤見
細膩：

春已半，觸目此情無限。十二欄杆閑倚遍，愁來天不管。

好是風和日暖，輸

與鴛鴦燕燕。滿院落花簾不捲’斷踴芳草遠。

作者以一個女詞人的婉約與真切抒寫內心的感受，所呈現的情意是內蘊的，而非
一瀉無餘的。如「此情」「愁來」諸句雖是直接抒情的詞句，但其“情”何在？其“愁”

何來？並未直接說出，直到篇終才以「斷腸芳草遠」點題，表明這一切的愁都是由於傷
離念遠所造成的，給人留有咀嚼與回味的餘地。

另外，〈江城子〉是淑真詞作中相思之極而引發出的痛楚與無奈的哀歌：
斜風細雨作春寒，對尊前，憶前歉。曾把梨花，泉寞淚樹杆。芳草斷煙南浦路，
和別淚，看青山。

昨宵結得夢因緣，水雲間，悄無言。爭奈醒來，越恨又依

然。展轉余祠堂，懊惱，天易見，見伊難。

此詞從春天飲宴入手，引出對往日歡會的回憶，進而再追億離別時的悲痛。下闕
寫夢中相見，含情脈脈，相對無言，把久別重逢的驚喜難言情狀寫得真情流露。這既含

蓄地寫出恩情夜以繼日的濃烈，叉極符合夢中迷離恍惚約虛境。結尾寫夢醒後的失落、

空虛和無限悵惘。全詞從眼前追憶到往昔，從今天倒敘到昨夜，從夢中寫到夢醒，從實
到虛，叉從虛到實，宛轉回環，把恩情、愁情、怨情表達得籠絡不盡。
再如〈生查子〉一首也寫得相當悲源：

年年玉鏡台，梅蕊宮妝固。今歲未還家，怕見江南信。

酒從別後疏，淚向愁

中畫。遙想 楚雲深，人遠天涯近。

「酒從別後疏 ，淚向愁中盡」之旬，所流露出那一種寂寞自傷的蕭索心境，正如同

n 同上註－
n 同上註。

23

易安的〈臨江仙〉：「試燈無意思，踏雪沒心情 J 25一樣的為情憔悴凋零。最後一句，女
詞人因「望斷歸來路」， 26竟有種天遷都比人近的錯覺！整首詞悽愴徘側，情愈深淚愈痛，
思愈切心愈苦，不禁令人暗自神傷。

(2 ）聞怨：

閩怨的作品，以﹛減字木蘭花〉（春怨）最為人所傳誦：
獨行獨坐，獨倡獨酬還獨臥。佇立傷神，無奈春寒著摸人。

此情誰見？淚洗

殘妝無一半。越病相仍，剔盡寒燈夢不成。

起拍以五個「獨 J 字連疊運用，突出了孤寂的意境，使深閣怨婦的悲愴愁懷躍然
紙上。如同易安最著名的﹛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 27一般，
闌入疊字來加強語調，愈顯得詞情悽厲，哀感無端。詞的下闕則以生動的形象細細描摩

出深闇女子的愁怨心情：如「淚洗殘妝」的“洗”字，寫出其痛苦之深﹔「剔盡那登夢
不成」的“盡”字，揭示其夜深，再加上“夢不成”三字，可想見其徹夜不眠的情狀。
28這是因為朱淑真的孤獨感是無盡期的，希望和期求都是無法把握的，故感歎孤寂的同
時，常常伴隨著不可擺脫的失望和痛苦。而這亦使得她離愁別苦的詞作有更加動人的內

涵。
再如〈菩薩蠻〉一首，也是閏怨詞的上品之作：

山亭水樹愁方半，鳳椎寂寞無人伴。愁悶一看新，雙蛾只舊車。

起來臨繡戶，

時有疏螢度。多謝月相憐，今穿不忍圈。

她寫自己的孤獨，不是直抒胸懷，而是巧妙地借助擬人化的手法來表現，如
「多謝月相憐，今宵不忍圓 J ’以為月之憐憫，不忍圈圈，是為怕我因孤獨而引起悵然
的悲緒。以月之有情反襯人之無惰，更深一層的揭示了作者深閏孤棲之愁苦，蓄斂中倍
含情致。”
(3 ）閒愁：
淑真的開愁詞作，具有很高的藝術魅力。她善于寓情於景，在景物中處處暈染她綿

綿的情思，令人深受感動。其中最膽炙人口的佳作，當為﹛蝶戀花〉（送春）：
樓外垂楊千萬縷。欲繫青春，少住春還去。猶自風前飄柳絮，隨春且看歸何處。
綠滿山川聞社字。使作無情，其也愁人苦。把酒送春春不語，黃昏卻下瀟瀟兩。

25

《唐宋詞三百首〉 （台南：復漢出版社， 1982 年），頁 185

26 同上註’頁 186.
27 向上註’頁 188

•

m 鄭新莉：（談談女詞人朱淑真〉’〈昆明大學學報〉’頁 38 。
”賣婦梨：〈朱淑真研究卜頁 155 一 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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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詞意境清幽，語言倩麗芋綿，淑真更通過豐富的想像，運用巧妙的擬人化寫法，
含蓄而叉深沉地表達了自己的情感。詞的上片“樓外”三旬，借垂楊繫春寫作者留春的

心情。千萬條垂柳欲將春桂住，希望春能稍加停留，但春依然匆匆歸去。因此作者留春

不住的失落感更為突出，惜春之情也更為強烈。下面“猶白”兩句，叉賦柳絮以人惰，

寫其在風中飄蕩似在追尋春歸何處。詞中寫春天匆匆歸去，似乎象徵作者傷其青春易
逝，年華短暫，含有無窮感嘆之意。下片展現給人們的是一幅春深景象，尤其用淒厲的
杜宇叫聲來渲染氣氛，更使作者的情懷跌入愁苦之中。既然留春不住，唯有送春。在春
與人間即將分離之時，以春之愁容展現其依依之惰，而末句的黃昏瀟瀟雨，更是引愁之
景。讓人彷彿亦隨同淑真佇立在心艘中，看著樓外的黃昏細雨，感受到那份「春不語」

的淡淡悵惘，堪稱情辭俱到。
3. 朱詞細膩地描繪出情景交融的境界
(1 ）寫景

淑真情感鹽富，善於感物。在她描寫的景物中，寄託了她深切的生活感受，達到了
情景交融的境界。如〈眼兒媚〉：

遲遲春日弄輕柔，花徑晴香流。清明過了，不堪回首，雲鎖朱樓。

午窗睡起

鶯聲哨，何處喚春愁？綠楊影裹，海棠亭畔，紅杏捕頭。

這首詞，淑真借用了宋祈〈木蘭花〉「紅杏枝頭春意鬧」的意境，把春天襯托得更

見明媚。首句「弄輕柔」之“弄”字，為擬人之筆，增添了詞的情激﹔下句寫“暗香”
而用一“流”字，化靜為動，彷彿是花的馨香向人流來，增添了渲染春光之美的藝術效

果。”上片的核， iJ、在「不堪回首」四字，詞人沒有說出，究竟是何事使人不堪回首？下
片的核心是「春愁」’作者將無跡可求的抽象情感給春愁，給具象化了：春劉可在？在

綠楊影裡’在海棠亭胖，在紅杏梢頭。
這首詞字數不多，然而筆觸輕柔細膩，語言婉麗自然。以樂景寫哀惰的手法，烘托
出自己的惆悵。在寫景上，從明媚的春日到陰霾的天氣，有靜有動，有聲有色﹔在時間

上，從清明前到清明後，有眼前的感受，也有往事的回憶。既有馨香婉麗的一面，亦有
哀愁抑鬱的一面。曲折反復，正表現了作者細膩的感情波瀾。
(2 ）詠物

淑真好梅竹，所以在她的詞集中，吟詠梅竹的作品很多。愛竹愛梅，是淑真寄己之
情、言己之志的表現。其詠梅的詞作，以〈菩薩蠻〉最具代表：

濕雲不渡 溪橋冷，蛾寒初破霜鉤影。漢下水聲長，一技和月香 。
花不知人瘦。獨自倚欄杆，夜深花正寒。

Jfl 房開江：〈唐宋婉約詞賞譯〉（北京：華夏出版社， 1993 年〉’頁 2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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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憐花似舊，

這首詞詠的是冬梅，但作者並未著力於梅的形態上，而是以傲寒的冬梅自喻，甘願

在清冷的月光下吐出芬芳。「人憐花似舊，花不知人瘦」一句，表明人是有惰的，但花

卻難解人意，正如歐陽修的「淚眼間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一樣，益增詞人的孤
寂與淒涼。收拍一句人花共寫，點明不是花怕寒冷，而是賞花人徹夜未眠的孤寒心情。
寒梅獨放和月香，人獨倚欄夜不眠。整首詞高潔冷鐘，絕棄流俗，表面雖詠梅，實際詠

的卻是自己芳潔的心志。

（二）〈斷腸詞〉的風格
1.詞中全見真情流露

一首感動人心的詞，乃在於詞人能夠以其生命歷程與情感經驗豐富詞作的內涵。淑
真的詞便是如此。她的作品烙上了女性的特點，凝聚著婦女們的血和淚，因此打動人心
的力量也是強烈的。她把一己摯誠坦率的情思，全在詞中鮮明的呈現，包括對匹偶非倫

的痛苦、不卒，以及對情人的熱烈鐘綿、總繪懷思，都毫不避諱地反映出來。她不畏懼
封建的教條，勇於表達自己的，L聲，單憑這一點，淑真的詞就足以撼動人心。《蔥風詞
話〉說：「真字是詞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

〈斷腸詞〉的風格，不只的令手法、技巧上的翻新、奇巧，更由於詞中蘊含了她坎
肉的生命體驗與被壓抑的不平控訴，才使得她的詞能夠歷經朝代的壇變而始終「一枝和

月香」’流芳在詞壇上。
2善於化用前人佳句

從淑真的詞作，可看出她深受唐代、北宋及她同期多位詞人的影響﹒她熟聽唐宋
名家詞作，尤善於化用前人佳句，加強表達她的概括力。如她的〈江城子〉：「曾把梨花，
寂寞淚欄杆」’即化用了白居易《長恨歌〉詩的「玉容寂寞淚欄杆，梨花一枝春帶雨」
名句，來描寫送別時像梨花春雨般的悲傷痛哭的情景。叉淑真在《竭金門〉詞中巧妙地

用了「十二欄平閑倚遍」的 f 十二」之數比喻愁思之幽遼深窈’與李商隱〈碧城三首》

中「碧城十二曲欄杆」之句有異曲同工之妙。再如淑真詠梅佳作〈菩薩蠻﹜的「蛾寒初
破霜鉤影」句，大有張先名句「雲破月來花弄影」（〈天仙子〉）的練字法。張詞詞眼在

「弄」字，朱詞在「破」字。叉此詞結尾的「獨自倚欄杆，夜深花正寒」兩句，感傷之
處，較諸秦觀〈滿庭芳〉的「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己黃昏」更見淒婉。 31

朱淑真善於取法前人詞句，並非機欄甘摹傲，大多是緣情而發，驅使前人詞句，化
為自己的語言，全不刻意，別有深情妙理，可謂真得鎔裁的絕技。

3.色彩鮮明、聲韻優美的寫作特色

味淑真之詞， 詞中有查。詞情畫意，盡在文字的含義與詞句的結構之間。如「芳草
斷煙南浦路，和別淚，看青山」、「綠楊影裡’海棠亭胖，紅杏梢頭」、「 一天飛絮東風惡，
滿路桃花春水香」 等句，寫景色彩鮮明，述情扣人心弦，予人印象深刻。再者她的詞聲

JI 賣婦梨：〈朱激真研究﹜’頁 14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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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細密，富於變化，具有中國文學聲韻和諧的特色。如〈蝶戀花﹜：「把酒送春春不語，

黃昏卻下瀟瀟雨 f 再如〈說溪沙〉：「春巷夭桃吐緯英，春衣初試薄羅輕」等，皆見聲

律之諧美。
4.語體化的詞句

讀〈斷腸詞卜絲毫沒有「作」及「填 J 的感覺，出語自然，淺近流暢。從表達上
看，淑真的詞都能善用自描手法，以語體靈活出之。如〈藹金門﹜：「好是風和日暖，輸

與鶯鶯燕燕，滿院落花簾不捲’斷腸芳草遠。」可得見淑真所作全無「詞匠 J 的堆砌陋
習，清新自然，真情畢露，在表達的形式上，具備了「大眾的藝術」的色彩。 32
綜論淑真的詞，魏仲恭有云：「清新婉麗，蓄恩含情，能道人意中事，豈泛泛者所

能及！未嘗不一唱而三嘆也！」由於其詞每嘆愁抒恨，後人叉稱為「傷痕文學」。”雖有
人以為淑真詞傷於纖弱，「骨韻不高 J 34 ，一般學者亦以為淑真才力稍遜於易安。但不可
否認的，多數詞評確實將淑真詞視為婉約派大家， 35並提升淑真的文壇地位，視她與易

安為宋代才女的雙壁，如清許玉喙校補〈斷腸詞〉序：「淑真易安，並稱筒才。」 36甚至

有人讀賞她的詞為「天地間至性至惰的天賴，亦愴亦婉的心聲」’且「宜使後代學者為
之 rg民餐並宏、 JI ' r 欣賞不聽 r 」 37
因此，持平論之，淑真的詞，清切婉麗，是繼李易安之後，兼得婉約派詞風真貌並
加以發揚此派特色的傑出女作家。

四．結論
朱淑真是位真有強烈個性意識的女詞人，她十分珍惜自己獨特的生活感受，也努力
追求自己特殊的人生價值。但由於終不能合流于世，最終還是與世俗背道而馳。

她一生最大的悲劇，就的令理想的愛與現實的愛的極大反差造成的心靈痛苦，這種

截然相反的極大張力撕裂了少女情竇初開的甜蜜心靈，毀滅了她的終生幸福，只能以詩
詞慰藉傷痕累累的生命。「自古佳人多薄命，豈止顏色如花如葉耶！視其詩，想、其人，

風韻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因負此生矣！ J 魏仲恭﹛序〉中的評價，真正領會了朱淑真
悲劇的實質。 38

淑真以封建婦道給她的身心壓迫及她個人的悲慘遭遇，發為幽怨之音，貫鯽令其詩

詞之中，深遠地影響了後世的傷感文學。總之，淑真是一個把生活經驗融陸在詩詞裹的

真實作家，她以秀逸的才思，豐富的情感，把她的遭遇與心聲，發為詩詞，悽愴婉約，
在我國的女文學家中，她是卓特而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32 鄭新莉：（談談女詞人朱淑真〉﹛昆明大學學報〉’頁 186 一 187
:•3

•

（兩宋詞﹜（大陸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9 年），頁 214.

M 清陳廷姆：﹛白雨齋詞話〉卷二，轉引自黃輝梨：﹛朱淑真研究〉，頁 194.

JS 惠淇激：〈婉約詞 ﹜（大陸：安徽文藝出版社， 1995 年），頁 341

•

36 轉引自黃攝梨：﹛ 朱激真研究〉’頁 193 。

”盧元駿：（朱淑真〉’〈中國文學史論集﹜（台北：中華文化出版社， 1964 年），頁 726 一 727 。
M 蘇萍：〈朱淑真愛情悲劇心理探徵〉’〈遼寧師範大學學報〉頁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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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我們讀她的創作，想見她的身世，對於這位女詞人，除了同情她的斷腸
情懷，還要探隱索微，持公論正，才能給予她在我國文壇上應得的地位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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