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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郊寒苦詩析論

李建崑＊

摘要

孟丟~一生貨車窮窘，因頓不堪。「豆豆苦」既是孟部生活的寫照，更是具有代

表性的題材頡型。前腎對於孟部：辛苦詩是是不一，本主主寫作，旨在索解吟詠車

苦的用意，彰顯幸苦詩的創意與特雄風貌。

通過本主的事考，可知貧困的生活、垃河的仕途、是祠的悲哀、揖僻的性格

是孟主1：自鳴~苦的現實基哇。一方面是孟部發憤著述、不平則鳴的創作實踐﹔是

孟部處身艱圈，自我實現的產物。另一方面， 4使孟部是拉拉望獲得替代性的滿

足。孟卸的車苦詩不止吟詠自身的貧病，也是及社起民生的飢寒，及其他豆豆士的

窮窘。其 'ff.苦詩、不止是小我的悲吟，是具備普遍的意義。哀情苦語雖使人不懼

，但孟部透過史新的措辭、奇詭的意車來表現車苦， Jllj 使這些詩：軍具獨創意義與
掛新風歧。孟邦本其特殊的才思，創造出來的身啃詩境與苦湛美感正是不斷觸動

讀者的心弦的主因。

開提詞：章苦詩、苦吟、苦吟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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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固立中興大學畫中夜間部學報〉

一、 AIJ 昌

孟郊以五言古詩聞名於元和詩壇，一生貧寒窮窘，困頓不堪。韓愈在〈薦士

〉詩稱之為「窮者」（註一），劉文在（答孟東野〉稱之為：「酸塞孟夫子」’

歐陽修在〈六一詩話〉說他：「尤喜自為窮苦之句。」（註二）自從蘇東坡提出

「郊寒島瘦」（註三）的意見以來，「寒苦」巴是世人對孟詩的普遍印象，「寒

苦」既是孟如生活的寫照，更是具有代表性的題材類型。

雖然從宋代起就有人排斥孟郊，覺得他的詩讀來令人不懼﹔甚至於對他那種

「刻苦之至，歸於1妻慄」（註四）的作風不能理解。可是也有人欣賞孟郊奇i攘的

筆力、孤tl宜的意象、高簡的風格，對他不蹈襲前人的作風，再三致意，給與肯定

。其實孟郊刻意苦時，自鳴不幸，有一定的背景與心理因素。衷情苦語，正是孟

郊所長﹔寒苦立﹛芋，未必沒有文學與美學的意義。本文試圖從各個角度索解吟詠

寒苦的用意，彰顯寒苦詩的創意與特殊風貌。本集之中，凡是吟詠貧窮、飢霍、

病苦、憂傷、困頓者，都納入討論之列，以此就教於學界方竅，敬請不吝指教。

二、孟郊創作寒苦詩的動機

付現實生活的磨難

孟郊早年隱居嵩山，讀書於洛中。真元七年，孟郊四十一歲，到本籍地湖州

取鄉貫進士，然後前往長安赴進士試。中年求官，已經太晚﹔不幸事與願違，名

落孫山。貞元九年，應進士試，再度落第﹔貞元十二年，三度應舉，抬得及第，

已是四十六攝的中年人。而孟郊進士及第，卻未能如願授官，在這數年之間，遊

食各地，居無定所，生活十分貧困。

隨後孟郊往來於長安、和州、作州，陸長源曾經給與生活照顧。貞元十五年

作州發生兵壁，陸長源被告巨軍殺書，使孟郊頓失依託，於是離作州前往異、越各

地遊歷。其身世之感，一一發諸詩詠。貞元十六年 i 孟郊在洛陽應朝廷之銓選，

終於撞選為漂陽尉。初入官場，行年已五十歲高齡。可是孟郊在漂陽的政績不佳

，據〈新唐書〉 本傳載：孟郊常在拉金瀨平陸城「徘徊賦詩，曹務多廢，令白府

以假尉代士， 分其半i幸。」貞元三十年，孟郊不得不辭去官職，華母歸返湖州故

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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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如寒苦詩析論 3 

直到元和元年，孟郊再度客居長安，河南尹鄭餘慶辟為水陸轉運從事，試協

律郎。孟郊復入仕途，已經五十六禮。自此←居洛陽立德肘。元和九年，鄭餘慶

出任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便，辟孟郊為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孟郊自洛陽赴任，暴

卒於河南閔鄉，享年六十四歲。由以上的簡述，可見孟郊一生沉淪下僚，住途跨

腫，。其貧病漂倒的生活，自然成爵吟詠的題材。

此外，晚年喪子對孟郊的重大打擊，也是使孟郊自鳴寒苦的原因。﹔畫宗元和

三年，正當孟郊生活逐漸步入安定芝際，幼子不幸夭折，從此造成老而無後的遺

憾。據韓愈〈孟東野失子〉詩序說：「東野連產三子，不數目輒失之。」（註五

）可知孟郊先後三子，皆幼年夭折。由其（悼幼子〉：「負我十年恩『欠爾千行

淚。」（老恨〉：「無子抄文字，老吟多飄零。有時吐向床，枕席不解聽。」（

濟源寒食〉：「風巢燭蹋春臨臨，無子老人仰面哩。」等詩句來看，可見孟郊，心

境十分悽黯。然而，不幸的事總是撞撞而來，元和四年，又T母憂。至IJ元和五年

時，六寸歲的孟郊，已成為「哀哀孤老人，戚戚無乎家」。停獨愁慘，自然盡入

詩詠。

除了仕途的坎肉、無後的悲哀，不諧世俗的性格，更添世路之畸摳，使孟郊

難免遭受挫折。韓愈在（孟生詩〉中形容他：「古貌又古心」’游於公卿立門，

不改傲骨，應對多有參差。張籍在〈贈別孟郊〉中說他「立身如禮經」’可見他

是一位鎧鐘自守的人。孟郊在（勸善吟〉中自述：「霞余1束時詞，居止多疏備。

見書眼始開，聞樂耳不聰。視聽互相隔，一身且莫間。天疾難自馨，詩癖將何攻

？（本集卷二）證諸孟郊在時務上的柄鑿不通，漂陽尉任內的不治吏事，益知 〈

舊膚書〉本傳所稱：「↑生孤僻寡合」絕非虛言。孟郊將現實生活中種種抑塞僵賽

、嫌隙站缺，直率抒寫，肯定都是寒苦之膏。

（三）自我實現的驅勵

．孟郊早年非無奮世之志，歷盡盲途的坎士可與現實生活的磨難，↑裹著一種精神

的痛苦與沉重的壓力。詩歌創作不僅是自我實現的理想，也是自我舒解的憑藉。

他說：「初識漆鬢髮，爭為新文章。」（（弔盧殷〉）又說：「君子業高文，懷

報多正思。」 （〈答友人〉）足見他年輕便對詩歌創作懷有極大抱負 。然而，回

顧前代詩人， 他有感於曹植、劉禎這樣優秀的詩人，都不免早死， 誰能自負年華

，浪擲生命呢 ？他深深感受到：「詩人命屬花」’能不及時操恤， 一騁長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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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又深刻感到：「倚詩為活計，從古多無肥。」（〈送淡公十二首）

），「賢哲不茍合，出處亦待時。而我獨迷見，意求異士知。」（（答姚忽見寄

〉），可知孟郊從事創作的心情是相當裡雜的。

現實生活的窮窘，使得孟郊期望在文學的世界中自由自在，驅遣文辭。孟郊

（送鄭夫子紡〉說：「天地入胸臆，日于﹝監生風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

正是這種理想。所謂「天地入胸臆’時噓生風雷」，不正是希冀以詩歌包攬天地

問一切事物，日于﹝虛之間，如風雷之動人心目？所謂「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

，不正是任心放意的驅遣物象、裁制自然嗎？而「苦吟」正是實現此一理想的創

作態度與手段。後世甚至公推孟郊為「苦吟詩人」的典型（註六）。

「苦時」一詞，自初唐起，即有詩人使用（註七）。試看下列詩句：

「擾擾將何息？青青長苦吟。」（陳子昂（南山家園林木交映盛夏五月幽

然清涼獨坐思遠率成時韻〉）

「苦吟莫向朱鬥里，滿耳笙歌不聽君。」（郭震〈蟄〉）

「斷壁分垂影，流泉入苦吟。」（歧然（賦得啼護送客））

「清宵靜相對，髮白聆苦吟」（韓愈〈孟生詩〉）

陳子昂的「古時」指的是：向家園林木，傾吐詩詠。郭震的「苦時」’指的是寒

蜜的鳴叫。校然的「苦吟」貝Ij指啼。韓愈的「苦吟」指的是哀苦之音。再看孟

郊〈夜感、自遣〉：

夜學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閒？心與身為齡。死辱片時痛，生辱

長年差。清桂無直枝，碧江思舊遊。（（本集卷三〉）

此詩的前半四旬，貼切說明孟郊贏了追求詩歌成就，不眠不休，那種身心交戰的

程度，這 的「苦吟」’意謂作詩的苦心。再對照孟郊〈送別崔寅亮下第）所說

：「天地唯一氣，用之自偏頗。憂人成苦吟，達士為高哥大。」這裹的「高歌」’

代表歡愉芝哥大，貝lj顯然孟郊的「苦吟」一語，兼有「耽溺詩詠」、「悲苦之吟」

以及「詩作苦心」種種涵義（註八）。韓愈在（送孟東野序〉說：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

躍也或激之，其趨也式提之 ， 其沸也乳炙之﹔金石之無聲， 或擊之鳴。人

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 T吊在吉，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 凡出乎口而

為聲者 ，其皆有弗平者乎！ ( i.主九）

其（荊潭唱和詩序）也說：

一 58一



孟到寒苦詩析論 5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悲思主要聲要吵。歡愉之情難工，而窮苦之言品好也

。是故文章之作，恆吾吾於羈旅草野﹔至華正企責人，氣得意端，非性能馮

主子之， JliJ ﹔不服以為。（註十）

如果從理論的角度來看，孟郊的「苦時」其實與韓愈「不平則鳴」以及「窮

苦之言且好」的理念相遇，是一種在觀園中謹慎著述，刃求自我實現的7守法。

（三）心理自衛的機轉

從心理的層面來看，孟郊寒苦詩所折射出來的心理狀態，常有謹向心理的傾

向甚或一定程度的精神官能症候（註十一）。莖分喪失自我、否定翻案、解散作

用、理想化、反向行為等目，各徵詩例聽證之。

l 喪失自我：在進遭憂患之下，孟郊道出心中的感興說：「拉心草不亮，去

根柳亦樂。獨有失意人，恍然無力行。」（（感興〉）漂泊異缸，久病不痛、主

郊亦道出心中的消沉說：「艾夫久漂泊，神氣自然況。扭扭滯按中，何人更噓日款

？」（（病害ll今〉）在長安應試落第，孟部說：「盡說青雲站句有足皆可至﹔我

馬亦四蹄，出門似無地。」（（長安扭情〉）在罷縣尉後，在家都等待苦人時，

他說：「出亦何所求，入亦何所索。飲食迷精矗，衣裳失寬窄。」（（乙茵j寶舍

弟扶侍歸興華莊居後獨止舍待替人〉）句中出現「恍然」、「噓蠍」、「似無地

」、「迷精矗」、「：失寬窄」都是要失自我的精神狀況。

2 否定翻案：有時，孟郊用翻案或否定一切方式來消解不安和焦慮，例如：

「松乃不臣木，青青何獨為？」（（罪松〉）、「萬物皆得時，獨余不覺春。」

（（長安羈旅行〉）、「令交非古支，貴語間皆輕。」（（秋夕貧居述懷〉）、

「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擇友〉）、「近

世交道衰，青松落頡色。人心忌孤直可木f主隨己主易。」（（衰松〉）、「離賽豈

不明？于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刑，至音非耳通。」（〈失意歸臭因寄東臺劉復侍

降0) ）、「人間少平地，聶聳山嶽多﹔折制不在道，覆舟不在河。」（君子切書

鬱士有謗毀者作詩以贈立三首）。甚至不知人生意義何在？詩歌創作有何1賈值：

「不知文字利 ，到死空遨遊。」（（冬日〉）這些詩例，都不能單以1貢敢來批評

，實有精神的症候存在。

3 解離傾向：連串的挫折使人喪失信心，萌生退避解離的心理。 孟部在（長

安羈扭行）說 ：「失名誰肯訪？得意爭相親。直木有恬翼，靜流無躁鸝 o 始知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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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固立中興大學臺中夜間部學報〉

競場，莫處君子身。」進士考試落第，亟需安慰，但是除非至親好友，誰會來訪

？因而興起退隱山林的念頭。所謂「始知喧競場，莫處君子身。」正是一種解離

的心態。再如（北郭貧居〉說：「進芝廣莫力，退為蒙攏居。三年失意歸，四向

相識疏。地僻草木壯，荒條扶我廬。夜貧燈燭絕，明月照我書。欲識貞靜操，秋

蟬飲清虛。」詩中說他離家三年，失意而歸，地僻荒涼，燈燭皆無，仍以月光照

書，堅守貞靜的節操，願似秋蟬之獨飲清虛。此詩也明顯表現出解離名利，自我

退避的心態。

4 理想化：失意的人，經常過分高估其他情境的優點，作為企嚮的目標。例

如孟郊在〈游終南山〉以盤空硬語教述自已遊賞終南山的經過，並說：「山中人

自正，路險心亦平。」認定山中之人，雖居路險之地，卻心地平正。此固有暗諷

長安十里紅塵，人心險惡之意，顯然對於終南山上的人過分的理想化。再如（暮

秋感思二首〉之二說：「優哉遵渚鴻，自得養身旨。不啄太倉票，不飲方塘水。

振羽夏浮雲？置羅任徒爾﹒」他讀歎鴻鳥自得養生之旨：不食官倉芝票、不飲池

塘之水，振翅高飛，雖有宣羅，莫能如何。顯然對於鴻鳥過分理想化。

5 反向行為：有時孟郊所採行的態度或認同的觀念，和他日常的信念相反。

如：（春日有感）說：「雨滴草芽出，一日長一日﹔風吹柳線垂，一枝連一枝。

獨有愁人顏，經春去日等閒。且持酒滿杯， J王歌狂笑來。」春草芝萌芽，春柳之垂

條，明媚的春光，居然感受「如等閒」﹔一個「立身如禮經」的人，手把酒杯，

狂歌狂笑，自非尋常，已是一種反向的行為。再如孟郊〈寒地百姓吟）說：「高

堂槌鐘飲，至lj曉聞烹炮。寒者願為蛾，燒死彼華膏。」富者於寒夜槌鐘作樂，烹

炮燕草，寒者卻只能竟夜號寒，為求一絲溫暖，就算化為飛蛾，撲火而死，寒者

也心甘情願。

以上所述，未必是嚴重的心理病症，但是從心理分析的角度來看，多少帶有

心理自衛的作用。因為這樣做，可以避免與現實世界直接對決，從而減輕貧寒窮

窘的生活壓力所帶來的焦慮或創傷。當我們從這一個角度來考察，也就比較能夠

理解孟郊不斷反覆貧寒窮窘、愁憂傷病的內在動機7 。

三、孟郊寒古詩的內酒特色

（一）反覆時諒自身的貧寒與病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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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德宗貞元八年，孟郊在長安應進士試，不幸下第，便會作〈長安羈旅行

〉一詩，吟詠羈旅長安之貧困。詩去：

十日一理髮，每梳飛旅塵。三旬九過飲，每食唯舊貧。萬物皆及時，獨余

不覺春。失名誰肯訪，得意爭相親。直木有恬翼，靜流無躁錯。始知墮競

場，莫虛君子身。野策藤竹輕，山蔬薇嚴新 0 i音歌歸去來，事外風景真。

（卷一）

這一首詩雖使用樂府的題目，實為唐人的新樂府。起首寫客中奔走，髮沾旅

塵。飲食失常，所食亦唯粗劣食物。接寫春日，萬物欣欣向榮，因落第芝憾，故

有「萬物皆及時，獨余不覺春」的感觸。失名之後，難有朋友相訪，心中十分鬱

悶。故說：「失名誰肯訪，得意爭相親。」他從喬木上1~闊的春鳥、靜流中安祥

的游魚，領悟到自己不宜羈留長安，故說：「始知喧競場，莫處君子身。 J 0 退

守山林也就成為他最佳選擇。時當春日，故說：「野策藤竹輕，山蔬薇嚴新。」

而陶潛的歸隱田園，給自己極大的啟示，因有「潛歌歸去來，事外風景真。」的

嚮往。韓愈為了安慰孟郊，曾作（長安交游者一首贈孟查的相贈。

（秋夕貧居述懷）是孟郊另一首吟詠客居貧困的作品：

臥冷無遺夢，聽秋酸別情。高技低枝風，干葉萬葉聲。淺井不供獻，瘦田

長廢耕。今交非古交，貧語聞皆輕。（卷三）

起首三句說：臥冷不能入夢，夢中還鄉亦不可得﹔遙念別惰，故聞秋聲而盆

感悽酸。這是就客居所生的感觸。三四句承前聽秋，正寫秋聲之浩蕩。用字甚簡

而構旬卻頗具月息，使秋聲的聲勢顯得浩大部能形神兼顧。「淺井」三旬實為喻

語，謂己有如淺井、廢目。結尾二句寫寺交琴手利，古交道義，將世態的炎涼，傳

寫的真實而奇警。一般寫貧窮的詩，易陷於鄙俗，孟郊卻能寫得樸質之中見舒朗

，唷歎之中不屈抑自己的人格。還是孟鄧:t思獨到的地方。

貧與病常常相連，聽旅他鄉去日罹患痕病，最是痛苦。〈路病〉一詩，正是寫

這一頓的痛苦：

病客無主人，艱哉求臥難！飛光赤道路 內大焦肺肝﹔欲飲井泉竭，拉普

食用萃 ，稚顏能幾日 ？ 壯志忽已殘。人子不言苦，歸書但云安。愁環在我

湯，宛轉終無端。（卷二）

起首二旬總提旅途中罹病，無人可以依託的困窘 「飛光」二旬， 寫外有炎赤的

日光映射道路 ，內有高熱焦爍肺肝，病況實在沉重。以下「井泉竭」可是喻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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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襯託窘境﹔「囊用單」’說明自己盤纏不足。「稚顏」二旬寫自己不再年輕

，而雄心壯志也忽忽損缺。「人子」二旬，寫自己在外地罹病，而家書卻仍得報

平安，最後兩旬，將愁苦此為腸中的愁環，往復無端，可謂寫盡路病的窘因。

類似的主題，在（病客吟〉一詩也有所抒發。孟郊在詩中將自己比擬為病客

，他說：「主人夜呻吟，皆入妻子心﹔遠客畫呻吟，徒為蟲鳥音。」病客無人間

問，因此所作的詩，不異蟲鳥的呻吟。在這樣一種情境下，心情自然是消沉的，

因此他說：「丈夫久漂泊，神氣自然沉。況於1帶疾中，何人免噓 。」大海有涯

，高山有辱，而「沉憂獨無極，塵淚來盈襟。」對於這種貧病的狀態，孟郊其實

是很不安的。在（臥病）一詩中說：

貧病誠可羞，故床無新裘，春色﹔鹿肌膺，時餐苦咽喉。倦寢意蒙昧，強言

聲幽柔 。 承顏自倪仰，有淚不敢流。默默寸心中，朝愁續莫愁。（卷二）

他認為貧病實十分蓋恥的，破舊的床上也見不到新裘﹔春意駱蕩，而貧病之

身，只感到痛苦，故謂芝「燒肌膚」﹔病中三贅，仍然粗桶，難以下嘿，故謂之

「苦咽喉」。因病倦寢，因此思慮不明﹔勉強言語，也是有氣無力。打起精神，

承顏俯仰，也不敢輕易流淚。內心的情況如何呢？他說：「默默寸心中，朝愁續

莫愁。」內心的愁慘可想而知。

貧病的心境下，所作的贈別詩，有時也不免把愁慘的感情毫不保留地傾吐出

來。例如〈贈崔純亮）：「食齊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

？」便是一個突出的例誼。「贅」本是一種味甜的野菜，但因自己內心愁苦，所

以雖然食齊亦覺味苦。同樣，天地雖大，自己卻到處碰壁，所以有「天地不寬」

的質疑。再如（答韓愈李觀別因獻張徐州、︱）：「富別愁在顏，貧另lj愁銷骨。懶磨

舊銅鏡，畏見新自髮。古樹春無花，于規啼有血。離絃不堪聽，一聽四五絕。」

古來只說離別令人黯然銷魂，孟郊身為貧者，無以為託，竟憂愁到「銷骨」的程

度。而懶磨銅鏡，是怕看到自己的自髮﹔這些新的白髮，都因別愁而生。至於「

古樹無花」、「子規啼血」是比喻其離別之感。「離絃不堪聽，一聽四五絕。」

更以形象譬喻描述自己面對離別，愁腸寸斷的感受。由於是貧者之刑，孟郊的詩

情多7一般別詩所少有的愁慘成分，讀來令人動容。

（斗擴及社種民生的寒苦

除7自鳴貧寒病苦之外，孟郊基於儒家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的精神，也將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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鋒指向社種民主的寒苦，如（和丁助教塞上時〉及（寒地百姓時〉便是鮮明的例

語。（和了助教塞上時），是孟郊展讀7助教東詩，衷憫蒼生的寒苦，所作的和

詩：

哭雪復吟雪，廣文T夫子。江南萬里寒，曾未及如此。整頓氣懷誰？言從

生靈始。無令側隱者，軍哀不能已。（卷三）

詩題塞上時，指（塞上〉、（塞上曲〉、（塞上行〉土頭新揖府辭 c 「哭雪」’

哀歡酷寒。「時雪」’指丁助教時贈的（塞上曲〉。所謂廣士，是唐玄宗夫寶九

年，在園子監增設廣文館，有博士、助教等職，頓國于學生中修進士業者。杜甫

（醉時歌贈廣丈館學士鄭度）詩：「諸公衰衰堂薑省，廣艾先生官獨持。申第紛

紛厭單肉，廣艾先生飯不足。」 T助教是孟郊友人，本詩起首二旬讀歎江南大寒

，猶不及丁去于塞上時的寒苦。「整頓」三句問誰能整飾乾坤？假使有濟時立章

，當自該治生靈始。末尾三句謂切使悲憫蒼生的人，衷矜不巴，言下不勝慨歎。

（寒地百姓時）是男一首衷矜民生寒苦的名作。前有自注：「：為鄭相。其年

居河南，當內E姓，大蒙矜帥。」這一首詩，據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云：「

去尉三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賽馬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寫作年代應在元

和：元年，任職於鄭餘歷幕府期間所作。全詩如次：

無大史地眠，半夜皆立號。冷苛f可是來『掉針風搔膏。霜吐破四壁，苦痛

不可逃。高堂拉鐘殼，到曉聞烹迪。車幸J頭為誡句：捷克徒華膏﹔華青隔仙

羅，虛追千萬遭。到頭落地元， Z奇地為進遨﹔這遨者是誰？君于為普陶。

（卷三）

起首赦述寒地百姓無火燒坑，夜半凍醒，起立號寒，二旬極言黃華的窘狀。三四

旬「冷箭」、「棘針」’極言天寒入骨‘有如冷箭輯針刺人肌膚。「霜，吹」猶霜

風，寫寒風穿透貧民四壁，使人無法逃避。此極言量﹔東之苦。「高堂」三旬以對

比的手法，寫富貴人家此時正在高賽哥大槳，齊聚歡飲，由在至曉，烹炮食物的香

氣源源不絕。「﹔害者」四句說：受凍之人，寧作飛蛾’？單向燈燭，死亦無憾！奈

何華膏為仙羅所隔，雖欲厲飛蛾亦不可得，僅能達室虛飛。「至rJii！［」三句說飛蛾

達室虛飛，最佳仍然得死，於是只能踏地求暖，遊遨驅害。結尾讀頌在這樣的嘉

天，也惟有鄭餘慶能夠哀憐百姓的痛苦，給予矜恤。假使孟郊的詩僅眼於自鳴哀

苦，格局自有限度，但是孟郊基於自身貧寒生活的體驗，代言百姓寒苦，也就使

他的作品更具深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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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寒士的哀悼或表彰

孟郊自身的貧寒經驗，使他對於同時或前代的寒士，存有特別的感情。在（

其劉言史）、（弔盧殷）、（章仇將軍良棄功守貧〉、（弔元魯山〉十首等詩中

，對這些寒士的人格氣質、守質不屈深表敬意。如〈哭劉書史）說：

詩人業瓜哨，餓死良巴多。相悲與相笠，累累其奈何 蜻其劉言史，詩時

情珠河。取次抱置之，飛過東i冥攻。可惜大圍謠，報為四夷歌。當于眾中

會，頡色兩切磋。今日果成元，葬皇之i各河 0 ；＇各岸達相弔’洒 i炭雙 i旁沱。

（卷十）

劉言史是洛陽人，少時崇尚氣節，不舉進士。扭居河北、吳越、瀟湘等地。貞元

中，至冀州依成德鎮節度使主武（壘。王賞愛其詞藝，表為華強令，辭疾不就，世

重之，稱之為劉華強。元和六年，受山南東道節度使李夷簡徵辟，署司功接。李

夷簡表賽增其官秩，詔下之日平。劉言史與孟郊友善，與李翱也有交往。工於詩

，風格近李賀，皮日休（劉車強碑〉稱其詩：「雕金裝玉，牢奇籠怪，百鍛為字

，干鍊成旬，雖不追間太白，亦後來之佳作也。」嚴羽〈搶浪詩話〉將他列為大

歷以後「吾所深取者」之一。

本詩起首四句說詩人以「孤峭」為活計，窮餓以死者甚多。世人對於窮餓而

死的詩人，往往有悲憫也有譏笑﹔史蹟累累，莫可奈何。聖Jj言史的詩究竟如何？

孟郊以「精異劉言史，詩腸傾球河。」來形容，對於他懷抱高才，浪E亦東悔，原

應是大國雅章的詩作，反淪落為四夷之歌，深感1克惜。孟郊說他曾與劉言史在廣

坐之中相當，相互切磋詩藝，從而深刻了解劉言史詩的價值。於是在劉言史歸葬

洛潰時，深深表示哀悼。

且一位以詩窮餓的事士是盧殷。盧睦，范陽（寺河北器縣）人。元和初佳查

封縣尉，以病去富，客居查封 0 元和五年貧病而卒，年六十五。韓愈有（登封縣

尉盧暐墓志）。盧殷與韓愈、孟郊友善。韓愈（盧骰墓志〉說：「君能立為詩，

自少至老，詩可傳錄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誼，然止用以資為詩。」盧融死

後，孟郊寫7十首詩悼之。孟郊在（弔盧殷十首）第一首，提到盧殷也是懷抱「

清峭」’餓死空山。離開人世時：「久病床席尸，譚喪童慎扉。故舊窮鼠日齒，狼

籍一室間。」 十分悲慘。〈弔盧殷十首）第四首寫其臥病時仍然寫詩的情景說：

「學臥鹿時長 ，漣漣但幽噫 o 幽噫虎豹間，此外相訪稀。至親唯有詩 ，抱心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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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可見盧殷也是以詩搞活、抱詩以格的悲悽餘主。

以詩名世，卻有不同的結局。因囑：「他名潤于謊，君名j闇泥沙。」（其五

）何以如此？因馬盧殷也是一位「可憐無于翁」（其囚）！不但無子，寒士之中

，前有醋、回後有元德秀，在盧殷身上卻可以「耳聞陋巷生，眼見，魯山君」。而且

「餓死始有名，餓名高氛氫」（其六）。回想當年與盧睦往束，曾經：「在踏明

月橋，店飲吾曹床。醉臨二盃釀，名郁一縣害。」何其浪漫！當時盧陸的詩「日今

日我無津韻，言語多古腸。」詩藝多麼傑出，卻得窮鵲而死！責這如此顛倒，也就

「清濁價莫追，何讀罵滄浪 」（其七）

｛~使孟郊弔盧殷’是為盧殷之窮餓而死抱不平，買IJ主（弔元魯山十首），形

同自弔一般。元魯山即盛唐時期人品極高的寒士元唔秀。夏敬觀〈孟郊詩選注）

導言中，比較孟郊與元（患秀的性情與行誼說：

元德秀赴試進士，不忍離說，每行到自負紅興，與母位詩長安﹔主部家在

南方，去長安遠，每下弟，即使喪南歸，他索性卒母至1J 嵩山居住。也是趕

過屢點不登串，惶不再赴試﹔到四十五克這年，他母親吾吾他去走試，這違

萱第 0 元德秀登第後，母即亡故，主郎的母，比部前兄2年‘也是持身為

人子的人，故選官必求近地 O .........元1皂弄不且說在辜，逆不幸，呆子，孟

部連車三于，皆嚕，進亦無子。元搓、秀兀于捶揖喪親，無賣得乳遍，逆自

乳之，數目謹流。孟邦（寄義興小女子〉詩，用元J車秀手L-ff 的芋，再三詠

革t 0 ......元德秀的文幸丰情而書‘語無雕刻司烏魯山令時，遇著古宗，政

賞他作的〈于其于社〉，以為賢人之言。孟卸的詩也是卒情而書，對他所

作的樂府，及〈惜時〉、（譯友〉等詩，實不曾有一字雕剖，實在是主從

宇咽，卻遲到代宗嬉宗的時代，是又是他的境遇不對元桂芳處。．．．．．．元德

芳是儒門的人物是信佛教，母克制血畫像，寫佛控﹔孟郊晚年亦崇奉佛教

0 元德秀往往，~~人參~誼為主行先生，孟部哇哇，張籍草誼之為貞曜克立

，皆為學幸私誼。她弔元J主持詩云：「惟皓魯山右，未獲挂廉議。」唐白

天寶亂哇，未聞主章晶隱有德之士，他為元1車旁抱不平。不料他身挂正是

元德秀一個都于。（註十二）

從這一段引文來看，（弔元魯山十首〉不止是表彰寒士，更是孟郊自身的寫照。

古以第一首為例：

持費有餘飽，魯山長青L空。牽人但鮮肥，魯山但萬蓮。世名 皆霸宮，會力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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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堯晨。君于1心新態，魯山與古婷。天噗本平一，人巧生異同。魯山不自

剖，全農竟沒躬。（卷十）

起首「博鷺」意謂猛擊。據〈史記﹒酷吏列傳〉：「（義）縱以鷹擊毛勢為治。

」詩意是說身為自古吏皮有餘飽，德秀身為循吏，卻常飢乏。「豪人」三旬謂豪奪

之人飽飯肥鮮，而德秀獨卻只能以高蓮為食。「食名」三句說明現世食名者多為

霸宮，自食其力者反成堯農。「君子」三旬，寫魯山恥為新態，與古同絡。「天

璞」四旬以璞為喻，謂玉璞本若一致，因巧匠王家膺，使其價值不同。德秀一生不

欲自吾！J 、堅守節操，始終是個完璞。（弔元魯山十首）第三首說：

君子不自案，魯山是有因。苟告天地秀，皆是天地身。天地是說甚，魯山

道莫仲。天地氣不足，魯山食更賞。始知補元化，竟須得賢人。

起首四句說君子不自求艱阻，元魯山的窮賽，自有因由。人既稟五行的秀氣，為

天地之心，故人身即天地之身也。「天地」四句說天地華塞之際，即人身道窮之

時，因此，魯山芝道固莫能伸。天地的秀氣不足，也就使元德秀益發貧困。結尾

二句說大自然的發展變化，終須正道，也自須賢人。（弔元魯山十首）第四首說

賢人多自盤，道理與俗乖。但功不敢言，遠韻方始諧。萬物主色為飽，萬人

懷為懷。一聲茍失所，軍憾來相排。所以元魯山，位几衰難與偕！

起首三句說賢人多有自晦之意。所抱持的理念，也與常與時世乖隔。三四句說賢

人不以微細之功為功，反而期望與高速的典範相合。五六句說賢人以天下人的溫

飽爵念，以天下任的胸懷為懷。七八句說：守道循理的人，往往為世俗所排斥。

史書上稱許元魯山，歲屬饑歉，居廚不罷，而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因此孟郊在

此詩結尾用反語說：這正是飢餓衰頹之事不會與魯山相偕的原因吧！

四、古淡與奇詭的兩極風格

從詩歌的表現來看，孟郊的寒苦詩呈現「平淡高古」與「奇險詭怪」兩極風

格。有的詩以平淡精巧的構思抒寫寒苦，有的詩則以尖新呦澀的措辭、詭怪離奇

的意象來營造悽清冷峭的詩境，表現苦澀的美感。貧困的生活使孟郊將眼光集中

在生活之中細微末草、或者一般人認為無法入詩的題材，加以精緻表現，因此在

遣辭、構篇方面獲致獨特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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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淡而精巧的構思

孟郊寒苦詩的題材看似有限，實則有許多的表現方式，透過孟郊精巧的構思

，也展現特異的風貌。例如（冬日〉一詩，如從其內如來看，不過是各自午後，

有感於陽光之理暫，聯想到一生拘執位詩文之無用而己，部寫得頭挫變化。全詩

如－：）.：.. : 

老人行人亭，百一不及用。 If,（ 局 2琦吃，；.：；；卓難自收。挂景 ;j_飛過，牛充

不主頭。少壯且與暉，衰老日與悲 0 日起提在日，且是制送去口篩 0 萬事有何

味？一生虛自目。不知文字利，封死空道逞。（春三）

起首四句說自己垂老之年，百件人事立中，沒有一件周全。有如受﹔葷的馬‘雖行

動遲緩，但是巴登高峰，難於自收。「垣景」指短暫的陽光，「仄飛」指斜飛，

短暫的陽光斜飛而過，正午的陽光已不在上頭。「y壯」三旬，就陽光生出議論

，說少壯之年、日白生輝﹔而衰老之年，日日生愁。「日愁」二句進一步說：引

起老人日白生愁的原因，恐怕仍是冬天豆豆暫的目光，因為直是月似劍，如見仇揖而

向前道馳！「萬事」囚旬以感歎作結可這芽、一生行事，自感徒然自囚於文字之間

，殊無意陳。蓋不知詩文何盎於己？至死忘不免空自盡遊一生而已！此詩之題材

普通，用字平淡，之所以能夠動人，在台精巧的構思。冬日短暫是詩意的重心，

所有的文學趣味由此可 l生。而「凍馬」、「讀剝」之喻又是全篇最亮出的地方。

再如（借車）→詩，僅僅六旬尋常主旬，古！﹞將窮乏的生活與深刻的無奈可表

現得無懈可擊。全詩說：

借車裁軍具，家具少于車﹔借者某要站，質窮f可足哇？古年徒拉走，萬事

盡隨花。（卷九）

起首二旬向人借車做竄，家具卻少於車。歐陽悔〈六一詩話〉論及此三句時說：

「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說：「人謂非其身備書之不能道此句也。」實在把生活

的窮芝寫得傳神寫真。「借書」三甸的「彈指」一詞，原爵儕教語，有許諾、贊

歎、告誡、憤怒、短暫諸解。在此當作惡歎解。借車者惡歎孟如實在窮極了‘孟

郊卻故作皮語說：貧窮有什麼好哇歎？人生百年，只是勞持役走！花開花落可萬

事隨之！結尾三旬似歎非歎，實有深刻的無奈在其中。主詩的趣味全在構思之情

巧。

再如（ 雪〉一詩，也是一首以構思精巧取勝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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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國立中興大學畫中夜間部學報〉

忽然大行雪，昨夜飛入來。哇崎墮庭中，最白何哇哇。缸啤晚間戶，四支

J聿徘徊。咽言詞不成，告訴情狀j壘。官給未入門，家人盡以灰，意勸英笑

雪，笑雪貴為災。將暖此7~痕，典賣爭致盃。教令再車子，誇曜餘生才。

強起吐巧詞，委曲多新裁。為兩作非夫，忍恥轟喝。害之與君子，庶先生

嫌猜。（卷四）

此詩首四句說：太行忽然飄雪，昨夜飄入我家。積雪層疊，墮入庭院，多麼咬潔

。「奴嬋」四句寫家中奴蟬，清早開門，手腳受凍，不停來回行走，以便暖身。

話也說不清，外邊的情況也報不明。「官給」四旬寫孟郊告訴竄入：官i章還未送

來，家人神色都很沮喪。他說：先不要責怪冬雪凍人，其實貧窮才是真正的災害

。「將暖」四旬，寫孟郊為了暖此疾病之身，先典當一些東西，買些酒來，並且

教導家人使喚酒令，一逞餘生之才。「強起」六旬寫自己強起騁詞，巧寫委曲，

多新裁乏作。為這些詩，表現得實在像不大丈夫，但是為了宣示我孟郊為了詩歌

創作，忍恥甘受 雷之衝擊，不因天時而已生，因此還是要「書立君子，免生嫌猜

」。這一首詩寫下雪天，官（幸未至，家人受凍沮喪，孟郊有感於冬雪不是真正的

災禍，貧窮才是真正的災禍！典物得酒，教使酒令，勉刃作詩，看似反常，其實

都是苦中作樂的手段。

(=l尖新而奇詭的措辭

從字句修辭的角度來看，孟郊的許多寒苦詩，以尋常字旬，卻賦與特殊用意

，形成一種尖新的措辭，造成新穎的表現效果。試看下列旬例：

1 天色車青苦，北風叫枯呆。（苦寒吟）

按：此旬運用「青」、「蒼」兩個觀色字形容天色，運用「叫」字行容北風吹動

枯桑枝所發出的聲音，所形成對的動態意象，將隆冬天色的沉重與北風的淒例，

表寫得極不尋常。

2 荻訪lj 素浩渺，綺岸新吾友譜。〈寒江吟〉

按：荻洲，長滿蘆荻的沙洲。素，指荻花之顏色。浩渺，形容荻花之廣。畸岸，

指彎曲的提岸 。南朝﹒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確石為之摧碎 ，晴岸為整落

。」潮，解凍時的流冰。屈原〈九歌﹒河伯〉：「與女游守河之渚， 流研紛兮將

來下。」哇， 石貌。稽，石貌。唐﹒元結〈丹崖翁集銘）：「唱唱丹崖，其下誰

家。」 l比旬用字十分綿密，卻字字有來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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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飢烏在相啄，瘡聲互悲鳴。冰腸一直刀，天殺無曲情。〈飢雪吟〉

按：瘡聲，瘡痛之聲。冰腸，指天候，兼指天意，簡古而意新。天殺，指冬季之

生殺。四旬歎天不恤凍餒，雖飢寒交迫，亦直力生殺，毫不曲護。其中冰腸、直

刀之意象極為奇詭。

4 大雪壓梧桐，折朵墮崢嶸。安知鷺鳳巢，不與朵，青頓。（主IL雪吟〉

按：崢嶸，凜例也。二旬意謂大雪壓斷梧桐，﹔稟~ti寒風中，折枝墮地。安知鷺鳳

之巢不與梟﹔鷺共覆？驚鳳與梟倉所構成之對此意象，將天地不仁的意旨表達1專十

分通透。

5 惡詩亦得官，好詩空抱山。抱山玲瓏說，持日悲顏2頁。好詩更相諜，釗

車先生牙關。前賢死已久，猶在咀嚼悶。以我殘抄身，清崎養高悶。求閉未

得悶，眾萌 E真兢兢。（懊惱〉

按：詩意在指陳詩人多不遇於世。在此出現一些疊字詞。燒蹺，〈全唐詩〉作「

兢兢」。蹺，問「瑋」’音擊，寒冷之貌。悲顏顏，顏容悲1妻之貌。其次，詩中

以「詞鋒利如創載」束比喻妒才者對好詩之批評。以「猶在qg_u爵閔」說明前哲不

朽之作猶存於令人的唇齒間。再者，以「殘秒身」比擬自身，殘﹒接缺。秒，東

端。殘秒身，指殘末之身。最後「兢兢」喻眾人的瞋怒。既跤，原意為虎怒貌。

此謂眾人之譏詣，可比虎立瞋怒也。在這些句子中，疊字所構成之的意象不僅奇

誓，而且十分鮮明。

6 溪風擺餘凍﹒溪景街明春。（寒溪〉之八

按：擺，擺動。餘凍，即將解凍。此言東風即將解凍，﹔第景已含明指春色。其「

擺」、「餘」、「凍」、「銜」字都下得奇警非凡。

7 ；令露滴夢肢，啃風梳骨寒。席上印品文，且告中轉悲盤。〈秋懷）之二

按：「泠露」二旬，謂秋露滴面，驚破夜夢﹔秋風冷峭，寒澈身骨。「席上」二

旬，寫輾轉床楞，故身有病臥的痕跡。其中「腸中轉愁盤」旬，以盤為喻，寫衷

腸的哀愁，如盤之轉，最為新巧。

從以上的旬例不難看出：孟郊塞苦詩一如其他作品 y 相當重視字旬的鍛諒。

孟郊時用常字 、時用僻字，總以構成新警、奇詭的意象為目標。透過這些尖新的

措辭與奇詭的意象，使他的作品換發異於尋常的風貌。

（三）冷峭而苦澀的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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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固立中興大學臺中夜間都學報〉

孟郊的事苦詩如果從詩歌境界的角度來看，常顯現出種種異常的淒清冷峭詩

讀。如（西齋養病夜1要多感因呈上從叔子雲〉：「遠客夜衣薄，厭眠待雞鳴。一

床空月色，四壁秋噩聲。守淡遺眾俗，聲明念餘生。」此寫病中多感，不眠至曉

。月色、噩聲可構成冷峭的詩境，西齋的環境正與其心境切合。

再以（秋懷〉詩十五首為例：孟郊在寫秋月時說：「秋月韻色冰」、「秋月

刀劍稜」寫秋風時說：「聲響如哀彈」、「幽竹l嘯鬼神」、「棘枝風哭盟主」 o 寫

秋虫時說：「商蟲哭衰運」、「蟲老聲矗硨」、 「老蟲乾鐵鳴」。寫及秋花、秋

草時說：「秋草瘦如豎」、「貞芳擺正東金」、「寒榮似春餘」。寫秋葉時說：「

商葉隨乾雨」、「歲緝間以黃」、「桐葉霜頡高」。當造出一片冷峭、肅殺、桔

瘖、痺素的秋景。孟郊（秋懷〉詩中自稱「孤骨」、「老骨」、「冷瑰」、「詩

老」。寫自身的貧寒時說：「秋至老更賞」、「破屋無門扉」智、「秋衣臥雲單」

「齣食難滿腹」。述及自身的病弱時說：「病骨可割物」、「瘦臥心競競」、「

老病多異慮」、「老力步步微」、「老人身主冰」。故及秋日的感↑雲時說：「單

悲有餘憶」、「來衰紛似織」、「老客志氣單」、「浮年不可追」。透過生Ill削幼

折的字句反覆吟詠貧寒、華華、病弱的處境與悲苦、無助、忿憊的情緒。形成一

種極為苦澀的詩境。（註十三）

再去日（寒溪〉之三說：

曉故一杯酒，踏雪遇﹔青：主。波瀾 i東為刀，割割先與鷺。宿羽皆草棄，血車f

i兄沙泥。獨立社何語，默念心目主嘶。在血其作毒，作春生不齊﹔ 2束立其作

花，作花發埔啼 o 晶晶棘針村，凍死難耕牢。（卷五）

詩由曉行寒溪寫起，見亮鷺J草鞋而動念，推及飽經戰禍的荒村，為凍餒的亡者，

海致悲悼之意。全詩充滿頭似「痺為刀」、「割割」、「吾吾棄」、「凍血」、「

凍死」等殺觀與死亡的意象，以及諸如「血聲」、「墉啼」之類的淒慘的聲音意

聾，所當造的詩境已不止冷悄，而是一個陰森、恐怖的世界。整體地看孟郊的寒

苦詩，卻自︱！具美感一一種苦澀之美感。

五、歷代論者對孟郊寒苦詩的評價

歷代詩論家對於孟郊所作的批評，大部分針對寒苦詩而鞋，其中不少持負面

的評價。如蘇軾曾有「空贅」之比、嚴羽曾有「吟蟲」之諷。蘇軾天才橫溢，性

格曠放，自然無法給與孟郊同情的理解﹔而嚴羽認為孟郊「氧局不申」、「自為

nHU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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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阻」、「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懼。」’持與李、杜相比，自然會作出：「李杜

數公，自日金翅璧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吟草間耳。」的結論。嚴格講

，也不算深入體會孟郊創作的苦心。

宋﹒李綱（讀孟郊詩〉一首，對於孟郡的批評，雖然不離「草根吟蟲」的概

念，已不乏肯定之詞：

我讀束野詩，因如東野心。窮悲不出門，戚戚較古今。時飢復號車， J束折

西床琴。寒苦吟亦苦，天光為況陰。退之乃詩豪，法皮森已罩。雄f達百千

里，光芒長萬尋。乃獨喜東野，譬猶冠待替。韓幸去世春風，百卉洞芳林﹔

部窮對社露，使蟲寒自吟﹔韓去世鐘金石，中作韶注音﹔卸去白擎土鼓、淡薄

意亦 j束。學韓如可棠，學邦悲月哇。因歌遂成謠，聊以為詩鼠。（註十四

因為生活窮苦，使孟郊「腸飢復號寒，凍折西，床琴」’無法發出歡樂的聲音﹔因

為送遭飢寒使孟郊的觀物角度也迴異常人，所以說：「寒苦吟亦苦，天光為沉陰

。」李綱將韓愈比為春風、金石，孟郊上仁為秋露、土鼓，各有所造，皆有所宜。

李綱的批評比起蘇軾、嚴羽之評，無寧更為貼近孟郊的創作心靈。

金，王若虛《海甫詩話〉買IJ就詩歌之為惰性產物，有更為肯定的批評：

部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鄭犀評詩，荊公謊黃草曾不比數，而云：樂

天安。 l9P I會春：話，東野如草根吟品，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裝之真發乎情

性，此詩之正理也。（註十五）

王若虛認為「柳陰春鶯」與「草根吟蟲」皆是造化中的一妙﹔詩人本於1青性刊表

達生活中的哀樂，均為詩歌創作的正道。由此可知，他是站在一個比較開闊的角

度看待孟郊的作品。相形之下元好間（論詩三十首）絕句第十八首則嚴苛得多。

全詩如次：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寞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吉尺樓。

按前半兩句說：孟郊喜歡以窮困愁苦作為詩歌題材，至死如此。處身在高天厚地

之間，卻自固於苦吟，不蕾詩中囚徒。後半兩句說：試看韓愈自潮州還朝後之文

章，與江山同其不朽。韓孟相比，韓愈應居陳元龍高臥的百尺樓上 ，高下豈可向

日而語？元好問論詩強調「E體」與「偽體」之判分，並且崇尚雄渾健勁的風格

與真j享自然的美感。對於孟郊刻意苦時，自是無法認同。對於蘇軾 、元好間的話

評，清﹒沈穗潛也是從惰性的角度予以修正，他在〈唐詩別裁〉卷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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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坡目為「部車島瘦」’島瘦固然，邦主車追求高 i束，鄰於剖削。其實j是

真性情流出，未可與島並論也。而元遠山云：「東野窮悲免不休，高天厚

地一詩囚。」毋乃太過于？（註十六）

不可否認，孟郊的寒苦詩誡有「鄰於刻削」或「苦澀而無回眛」者（註十七

）。都是從真性情流出，所以能得到佳人的共鳴。有一些詩論家，如清﹒毛先舒

在〈題孟東野集〉中就說：

昔人評東野之詩為「豆豆」’余以為豆豆耳。偶友人的以全集謂之，貝1］生揖仄

僻，其用筆步步不敢j是千垃處行，中有雋話，足以驚神。近世鐘、譚似乎

托足於此。然此等乳白名一家則可，倘故倚此品廢初盈諸公，如l恃矣。（

註十八）

從這一段資料來看，毛先舒起先也與一般人的見識相同，認為孟詩「﹔在」’可是

誼了全集立後才發現孟郊用筆「步步不欲從平坦處行，中有雋語，足以驚神。」

並非一無價值。再如清﹒管世銘〈讀雪山居唐詩序哲ID 也認為：「孟東野踅吻澀

齒，無白是盤餐中所不可少。」（註十九）清﹒胡壽芝〈東目館詩見〉卷四甚至

說：「東野清︱哨，意新音脆，最不凡，亦少疲蘭語，鳥得以「寒」概之？」（註

二十）清﹒方世舉〈蘭叢詩話〉說：

徐文長有云：「高、本、王、孟固布串在栗，韓愈、孟邦、盧士、李賀，卻

是龍肝鳳髓，能告之耶？」比當玉丰盛行之時，真對開清在晨鐘矣。（註二一）

前賢論孟郊詩，從「以詩窮而死」’ 321］「寒蟲 J 、「詩囚」等負面批評，到

認定他的作品「有理致」是「造化之一妙」’「不是一個寒字可盡」顯示一個逐

漸被認識、肯定的歷程。至於徐文長喻之為「龍肝鳳髓」’堪稱歷史上對孟郊最

高的肯定。孟郊的寒苦詩，既是貧寒生活的反映，說他「刻苦」、「窮愁」也好

，說他「僻苦」、「寒肯lj 」也好，其實多少能說明孟郊生活實貌與情感本質。

六、結論

經由以上的察考，可知貧寒困頓的現實生活、（區華坎冊的仕途、無于絕闊的

悲哀、孤僻葬台的性格是孟部自鳴寒苦的現實基礎。寒苦詩一方面是孟郊發憤著

述、不平則鳴的創作寶路﹔而作為「苦吟詩人」的代表人物，寒苦詩在自一方面

也是孟郊處在眼固的環境下，力求自我實現的產物。如果再從心理的層面來看，

孟郊反覆吟詠寒苦，多少帶有心理自衛的作用，從而減輕貧寒困頓的主活對心靈

呵
，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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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創傷，因此，寒苦詩也可以使孟郊受挫欲望獲得替代性的滿足。

值得注意的是：孟郊不僅止於吟詠自身的貧寒與病苦，還將筆鋒指向社種民

生的飢寒困頓，對於同時車前代寒士的﹛匿賽窮窘，更不喜於表彰~追悼。但而使

其寒苦詩，不止是小我的悲時，更具備表現的深度與普遍的意義。

量郊的寒苦詩既以愁苦為情感的要素，無可諱言，衷情苦語使人譚來不僅﹔

但是孟郊透過失新的措辭、奇詭的意象來表現寒苦，則使這些詩具有獨直lj的意義

與嶄新的風貌。孟郊本其特殊的才思，在這些作品中創造出一種前所未有的冷峭

詩境與苦澀妻感﹔或許正是這些東西，在各個的時代中，不斷觸動著譯者的｛＿.＊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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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註一：韓愈（薦士〉詩：「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驚。冥觀洞古寺，象外逐幽

好。橫空盤硬語，妥帖1J排鼻。敷榮肆籽餘，奮猛卷海療。榮華肖天秀

，捷疾逾響報。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 。」

註三：歐陽修〈六一詩話〉：「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喜自為窮苦

之句。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 J 乃是都無一

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

此句也。」

註三：蘇軾〈祭柳子玉文〉云：「元輕、自俗、郊寒、島瘦。」

註四：例如清人翁方綱在〈石洲詩話〉卷三就曾說：「孟東野詩寒削太甚，令

人不，刻苦之至，歸於1多↑栗，不知何苦而如此。」

註五：見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六頁六七五學海出版社民國七

十四年一月

註六：如劉斯翰在〈孟郊賈導詩選﹒導言〉嘗謂：「這奇觀中的一景，是苦時

詩人帽起。．．．．．．其中，孟郊賈島，以傑出的才華， ffT這班怪人得代表

。」詳劉斯翰在〈孟郊賈導詩選〉 頁三仁愛書局 民國七十七年四

月版

：主仁：日人士反野學曾有專文討論「苦吟」一詞，詳氏所著〈「苦吟」自~：n~ -c 
〉本東北大學文學部 〈東洋學〉五十四輯第一至十七頁 一九八五

年
註八：學原田知明〈孟郊l主詩作態度也-:J'P-Z:· 1立一考察一仕官 l立茫也 l立贈答詩

ι中心~ L c·) 〈漢文學會會報〉 第三十輯 第六十九至八＋三頁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註九：見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四頁一三六漢京文化事業公司民

國七十三年十一月

註十：見馬其昶 〈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四頁一五一 灑京文化事業公司民

國七十三年十一月

註十一：詳學王溢嘉編譯〈精神分析與與文學〉第二章頁五三至五五野鵲出

版社 民國六十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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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十二：見夏敬觀〈孟郊詩集選注〉導言頁一至四 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五＋四年八月

註十三：有關孟郊罣苦詩之苦澀姜，本人男有專文論析。詳見抽著（論孟郊秋懷

詩十五首〉〈興大中文學報〉第九期 頁一－Ii 至一三0 民國八十

主年一月

註十四：學見東﹒李綱〈梁錯集〉卷九〈譚孟郊詩〉

註十五：見金﹒王若虛〈譚甫詩話〉卷一 丁褔保編〈歷代詩話續編〉 頁五一

三木鐸出版社民國七十t年七月

註十六：見清﹒沈德潛〈唐詩別裁〉卷四 廣文書局版

註十七：見清﹒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二頁六三木鐸出版社民國七十一年

五月

註十八：見清﹒毛先舒在〈題孟東野草〉 轉引自陳伯海編〈膚詩評論類編〉

頁一二五 山東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月

註十九：見清﹒管世銘〈讀雪山屠唐詩序例 轉引自陳伯海編〈唐詩評論頭編〉

頁一二六山東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月

註三十：見清﹒胡壽芝〈東目館詩見〉卷回 轉引自陳伯l＇每福〈唐詩評論類福〉

頁一一二七 山東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月

註二一：見清﹒方世舉〈藺草詩話〉 郭招虞〈清詩話續桶〉上冊 頁七七五至

七七六木鐸出版社民國七十三年十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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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tical Study of Meng Chiao's 
Poems of Poverty and Hardship 

Chien-Kun Lee* 

Abstract 

Through his lifetime Meng Chiao w扭扭 desperate poverty and hardship. We may say 

the ”living in poverty and hardship” is the description of his reallife; in other words, the 

representaion of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ose poems. As for his poe血s, former critics were 

different in opinion﹔ so血e praised them while others disparaged them. Titis treatise aims at 

searching for an explanation of the intention of those poems, so as to 血缸tifest the author' 

s originality and special features. 

We may know that, by means of the analyti且l study of this treatise, his poor l芷已 un

luckiness in career to goverment service, the sadness of having no posterity and the aloof』

ness and disinclination in disposition are practically the foundation of his considering him『

self living being in poverty and hardship. 

He was roused to writing those poems which were the results of his complaints and 

his practical suffering on the one hand; and what he had written brought him co血pensa

tion of the frustration 由at fate had befallen H血， Meng Chiao’s poems of poverty and 

hardship express not only his personal miserableness but also the hunger and cold that 

people in general suffered, as well as the staitened circumstance other poor scholar faced. 

His poems of poverty and hardship can- never be look upon as his personal destifute 

situation, but a universal phenomenon of that time as well. Sorrow and bitterness make 

people distressful, but through Meng Chiao’s elaborate wording, those poems read 叮eative

h 血eaning and new inappeamce. It is Meng Chiao’s particular talent that creat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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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y of ruthleness and boredom which forms the m吋or 臼use that ceaselessly moves the 

reader’s heart. 

Keywords; Poems of Poverty and Hardship ’ Painful Chantering ’ Minstrel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坦白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ichung Evening School,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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