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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誰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宋代女詞人李清照便以她的詩詞作出強而有力
的反駁，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女文學家。但是，還有很多有
才華和才能的女子被淹沒在滾滾的文學洪流之中，其中，與李清照、朱淑貞、
吳淑姬並稱「宋代四大女詞人」的張玉娘便是險被埋沒的明珠之一。
提到張玉娘，或者有人會想到孟稱舜傳奇劇本《張玉娘閨房三清鸚鵡墓貞
文記》中的貞女，而這正是根據她的人生故事改編而成。張玉娘，字若瓊，自
號一貞居士，松陽（今屬浙江麗水市）人，著有《蘭雪集》（又名《張大家蘭雪
集》），留存詩 117 首，詞 16 首。然而，因為《蘭雪集》刊傳有限，故並不廣為
人知。雖然張玉娘的作品鮮有人知，但她忠貞的愛情卻感動了劇作家孟稱舜，
使他寫下傳奇劇本《張玉娘閨房三清鸚鵡墓貞文記》。
既然張玉娘能與李清照、朱淑貞、吳淑姬並稱「宋代四大女詞人」，可見
她的詩詞值得我們傳誦研究。因此，本文擬以《蘭雪集》中 16 首詞作為研究範
圍，試從其詞所見張玉娘之閨中生活、對四時之景的感悟、還有她的情愛和才
學生命，以窺知其形象及其價值意義。
本文分為四章，第一章為全文導言。第二章簡要概述張玉娘的生平及《蘭
雪集》的資料。第三章研究《蘭雪集》中十六首作品。依詞的內容及題材分為
寫閨中生活、四時景色和情感生活三節分析。第四章是全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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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 言
本現代學者為張玉娘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貢獻1，研究範疇包括其作品語言藝
術2、作品的慷慨之氣3、她的生活和創作所反映的貞節觀及其影響4，亦有對張
玉娘的愛情悲劇以及不同時期的創作心態的研究5。而近年的論文開始將其與李
清照（1084-1155 年）進行比較，探討她們的愁情6和女性形象7。可以看到，對
張玉娘及其作品的研究不少，但卻極少人對她的詞作深入研究，因此希望本文
能作一塊小磚，為張玉娘詞的研究作貢獻，盡一點綿力。
本文主要用唐圭璋先生（1901-1990 年）編的《全金元詞》8中的張玉孃（娘）
《蘭雪集》詞作，同時參考松陽縣文聯、松陽縣蘭雪詩社為紀念張玉娘編的《蘭
雪集與張玉娘研究》9作品。本文著力於文本研讀，殫精竭慮地琢磨詞文內容，
力求體悟箇中深層次的興緖和意境。《蘭雪集》共有詞 16 首，從詞的種類看，
16 首詞中，小令（58 字以內）7 首，中調（59 至 90 字）2 首，長調（91 字以
上）7 首。其中 16 首詞絕無重覆的詞牌：
《法曲獻仙音‧夏夜》
、
《蘇幕遮‧春曉》、
《玉蝴蝶‧離情》、《玉樓春‧春暮》、《玉女搖仙佩‧秋情》、《賣花聲‧冬景》、
《念奴嬌‧中秋月次姚孝寧韻》、《水調歌頭‧次東坡韻》、《蕙蘭芳引‧秋思》、
《如夢令‧戲和李易安》
、
《憶秦娥‧詠雪》
、
《南鄉子‧清晝》
、
《浣溪沙‧秋夜》、
《小重山‧秋思》、《漢宮春‧元夕用京仲遠韻》、《燭影搖紅‧又用張材甫韻》。
張玉娘的生命只有短短二十七年，她不像李清照可以走出家門，也沒有經歷婚
姻生活。儘管生活空間和生活經驗有限，但她筆下詞的世界中，內容卻多元並
不單一。
本文分為四章，第一章為全文導言。第二章簡要概述張玉娘的生平及《蘭

1

譚正璧在 1935 年出版的《中國女性文學史》中為張玉娘專寫了一節內容，是第一位為她專寫
一節內容的學者。內容見譚正璧：
《中國女性文學史》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
，頁 276-284。
2
李真：〈張玉娘作品語言藝術研究〉
。碩士論文，信陽師範學院，2014 年。
3
張麗、宋春光：
〈論宋代女詩人張玉娘作品的慷慨之氣〉
。
《絲綢之路》
，2011 年第 22 期（2011
年），頁 88-89。
4
田玉軍：〈淺論張玉娘生活和創作反映的貞節觀及其影響〉。《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3
年第 8 期（2013 年），頁 21-23。
5
葉雨潔：〈一篇蘭雪寫冰心——略論張玉娘和她的詩歌創作〉。《浙江教育學院學報》，2002 年
第 3 期（2002 年），頁 18-24。王鳳英：〈從《蘭雪集》看張玉娘與沈佺之愛〉
。《芒種》
，2014
年第 20 期（2014 年），頁 111-112。
6
陸立玉：
〈李清照、張玉娘作品中的愁情比較研究〉
。
《文教資料》
，2015 年第 9 期（2015 年）
，
頁 13-14。
7
劉麗莎：
〈從李清照與張玉娘的詩詞看其女性形象〉
。
《四川文理學院學報》
，2015 年第 4 期（2015
年），頁 83-86。
8
唐圭璋編：《全金元詞》
（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
9
松陽縣文聯、松陽縣蘭雪詩社編：
《蘭雪集與張玉娘研究》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5 年）
。
103

雪集》的資料。第三章研究《蘭雪集》中十六首作品。依詞的內容及題材分為
寫閨中生活、四時景色和情感生活三節分析。第四章是全文總結。

第二章 張玉娘生平及其創作
詞人及作品的研究，講究「知人論世」。想正確閱讀及理解作家的文學作
品，就應當要瞭解寫詞著書的人，要瞭解寫詞著書的人，又離不開研究他們所
處的社會時代。正如魯迅先生（1881-1936 年）所說：「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
好是要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況，這才較為
確鑿。」10因此，想要更好的感受張玉娘詞中的思想、情感與審美態度和標準，
得對張玉娘的生平、經歷等情況作以了解。
關於張玉娘的生平情況，史料極少，這裡主要根據明代嘉靖中邑人王詔寫
的〈張玉娘傳〉及《蘭雪集與張玉娘研究》中的文獻資料。「張玉娘，字若瓊，
自號一貞居士，處州松陽（今屬浙江麗水市松陽縣）人。生於宋淳祐十年（1250
年）
，卒于南宋景炎元年（1276 年）
，僅活到二十七歲（虛歲）
。她出生在仕宦家
庭，曾祖父是淳熙八年進士，祖父做過登仕郎。父親曾任過提舉官。張玉娘自
幼喜好文墨，尤其擅長詩詞，當時的人曾將她比作東漢班大家（班昭）。」11她
著有《蘭雪集》兩卷，留存詩詞 117 首，其中詞只有 16 首，清代李之鼎稱《蘭
雪集》
「幾欲繼軌《漱玉》
、
《斷腸》
。」12，是繼李清照《漱玉集》
、朱淑貞（1135-1180
年）
《斷腸集》後第一詞集。譚正璧（1901-1991 年）亦稱她與李清照、朱淑貞、
吳淑姬並稱「宋代四大女詞人」13。然而，
「張玉娘（《元詩選》作張玉）是一位
不幸的女詞人。她不但不幸於生前，而且也不幸於死後。」14
第一節、
平生不幸：悲劇愛情
張玉娘的「不幸」，不僅因為她芳華早逝，更因她的愛情故事。根據〈張
玉娘傳〉所載，她「及笄，許字沈生佺。」15十五歲時和與她同年的沈佺（1250-1271
年）訂婚。沈佺是宋徽宗時狀元沈晦的七世孫，沈、張兩家有中表之親，沈佺

10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纂：
《鲁迅全集》卷六 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七）
（上海：人
民文學出版社，1973 年）
，頁 425。
11
譚正璧：《中國女性文學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 年），頁 277。
12
（清）李之鼎：
〈《蘭雪集》跋〉
，見新文豐出版公司輯：
《叢書集成續編 一三三》
，
（台北：新
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
，頁 113。
13
譚正璧：《女性詞話》
（香港：百新圖書文具公司，1958 年），頁 24。
14
同上，頁 23-24。
15
（明）王詔：
〈張玉娘傳〉
，見新文豐出版公司輯：
《叢書集成續編 一三三》
（台北：新文豐出
版公司，1988 年）
，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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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玉娘的表兄，自小青梅竹馬。16訂婚後，兩人情投意合，互贈詩物。玉娘曾親
手做了一個香囊，並繡上一首《紫香囊》詩送給沈佺。詩云：
珍重天孫剪紫霞，沉香羞認舊繁華。
紉蘭獨抱靈均操，不帶春風兒女花。17
「未幾，父有違言。」18沈家日趨貧落，沈佺又無意功名，玉娘的父親有
了悔婚之意，玉娘竭力反對，寫下雜言詩《雙燕離》：
白楊花發春正美，黃鵠簾垂低燕子。
雙去複雙來，將雛成舊壘。
秋風忽夜起，相呼渡江水。
風高江浪危，拆散東西飛。
紅徑紫陌芳情斷，朱戶瓊窗侶夢違。
憔悴衛佳人，年年愁獨歸。19
全詩用比擬法，以燕子的雙樓雙飛到被迫拆散分離飛，來比喻自己與表兄
沈佺相愛及被迫分離。沈佺知道「欲為佳婿，必待乘龍」於是，他發憤攻讀。
於南宋咸淳辛未年（1271 年）榜眼及第，時年二十二歲。20然而，天不佑人，由
於進京趕考，他不幸得了傷寒，病入膏肓。他的侍從輾轉把告訴玉娘他的病是
「積思於主所致。」21。玉娘心中悲慟，寫信給沈佺：「生不偶於君，願死以同
穴也。」22沈佺看信後感動不已，強撐起奄奄病體，回贈玉娘五律詩一首：
隔水度仙妃，清絕雪爭飛。
嬌花羞素質，秋月見寒輝。
高情春不染，心鏡塵難依。
何當飲雲液，共跨雙鸞歸。23

16

（明）王詔：
〈張玉娘傳〉
，見新文豐出版公司輯：
《叢書集成續編 一三三》
（台北：新文豐出
版公司，1988 年）
，頁 107。
17
（宋） 張玉娘：
《蘭雪集》
，見松陽縣文聯、松陽縣蘭雪詩社編：
《蘭雪集與張玉娘研究》
（北
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5 年），頁 22。
18
（明）王詔：
〈張玉娘傳〉
，見新文豐出版公司輯：
《叢書集成續編 一三三》
（台北：新文豐出
版公司，1988 年）
，頁 107。
19
同上，頁 107。
20
同上，頁 107。
21
同上，頁 107。
22
同上，頁 107。
23
（宋） 張玉娘：
《蘭雪集》
，見松陽縣文聯、松陽縣蘭雪詩社編：
《蘭雪集與張玉娘研究》
（北
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5 年），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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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佺知道自己將不治，只期待與玉娘「共跨雙鸞歸」一同跨鸞，同奔月宮，
也就是希望兩人在陰間相聚。此時沈佺還在趕回松陽見玉娘的路上。公元 1271
年 2 月 15 日（1271 年農曆 12 月 25 日）
，沈佺去世了，享年僅二十二歲。24至此
他們陰陽兩地、生死相異，給玉娘帶來無限的悲痛和無盡的思念。有詩《哭沈
生》云：

中路憐長別，無因複見聞。
願將今日意，化作陽臺雲。
仙郎久未歸，一歸笑春風。
中途成永絕，翠袖染啼紅。
悵恨生死別，夢魂還再逢。
寶鏡照秋水，照此一寸衷。
素情無所著，怨逐雙飛鴻。25
詩中充滿了對沈佺的思念之情，但更多的是一種心痛，「杜鵑啼血」似的
痛徹心扉，將翠袖都染紅了。還有著無盡的恨「悵恨生死別」，「怨逐雙飛鴻」
恨雁兒能成雙飛，恨自己不能與之攜手到老，恨命運弄人，同時也是對封建家
庭的控訴，由於封建大家庭的阻撓，使得他們愛情之路「中途成永絕」。每思及
此玉娘就悲痛欲絕，終日愁眉不展，哀婉鬱鬱。玉娘父母心疼女兒，想為她另
擇佳婿，玉娘悲傷地說：「妾所未亡者，為有二親耳。」26玉娘拒絕再婚，為沈
佺守貞，獨守空樓，度過五年悲痛的日子。又一年的元宵節來臨，玉娘面對青
燈，恍惚間見沈佺出現，對玉娘說：「若瓊宜自重，幸不寒夙盟，固所願也。」
27
語畢，人不見。玉娘悲痛欲絕，喃喃說道：
「郎舍我乎？」28其後，一代才女受
盡了相思的煎熬，終絕食而死。玉娘的父母終於為女兒矢志忠貞的行為所感動，
當時兩人雖未成親，他們征得沈家同意，將玉娘與沈佺合葬於西郊楓林之地，
最終兩人才得以死後同穴。月餘，與她朝夕相處的侍女霜娥因悲痛「憂死」，另
一名侍女紫娥也不願獨活，「自頸而殞」，玉娘生前畜養的鸚鵡也「悲鳴而降」。
張家便把這「閨房三清」（即霜娥、紫娥和鸚鵡）陪葬在沈佺、玉娘的墓左右，
這便是松陽有名的「鸚鵡塚」。
玉娘與沈佺兩位有情人不能成眷屬，淒慘的愛情結局酷似梁山伯和祝英台
24

（明）王詔：〈張玉娘傳〉，見新文豐出版公司輯：《叢書集成續編 一三三》，（台北：新文豐
出版公司，1988 年），頁 107。
25
（宋） 張玉娘：
《蘭雪集》
，見松陽縣文聯、松陽縣蘭雪詩社編：
《蘭雪集與張玉娘研究》
（北
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5 年），頁 5。
26
（明）王詔：〈張玉娘傳〉，見新文豐出版公司輯：《叢書集成續編 一三三》，（台北：新文豐
出版公司，1988 年），頁 107。
27
同上，頁 107。
28
同上，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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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使人為之斷腸。這樣的愛情悲劇在封建時代，尤其是在理學興盛的宋
代不斷為士大夫們所稱讚。貞節是封建禮教要求女性品德的重要信條，理學貞
節觀將是將儒家禮教貞節觀念發展到更為具體、苛刻的程度，他們宣揚餓死事
小，失節事大。29玉娘為沈佺殉情，從表面看，似乎是深受封建禮教毒害、恪守
封建婦道的表現，實質上未必盡然。首先，因為玉娘與沈佺兩人生前還未成親。
另外，兩人是青梅竹馬的中表之親，訂婚後感情更加濃厚，這從她的詩詞中便
可看出一二，如《水調歌頭‧次東坡韻》中傾訴的盡是離愁別恨，情思繾綣。
而沈佺病危時亦對玉娘說「積思於主所致」。沈佺為娶玉娘而上京赴考，臨死時
仍記念玉娘，而玉娘也為沈佺而死，兩人的愛情是超越了生死。因此，可見玉
娘並非守節，她是為兩人的愛情守貞。現代著名詞學家唐圭璋曾在三十年代所
寫的〈宋代女詞人張玉娘——「鸚鵡塚」故事的來源〉中說：「我們覺得她短促
的身世，比李清照、朱淑真更為悲慘。李清照是悼念伉儷，朱淑真是哀傷所遇，
而她則是有情人不能成眷屬，含恨千古。」30清孟稱舜在〈祭張玉娘文〉中評價
張玉娘「吾聞天下之貞女者必天下之情女也。從一而終，至死不二，非天下之
鍾情者而能之乎？抑古之女子，美於色者有之，豐於才者有之，美於色者或絀
於才，豐於才者或薄於行，才與色合，而以一貞自命，不食其言者，千古以來
一人而已。」31
第二節、
「死後不幸」：蘭雪蒙塵
張玉娘不但生前不幸，有情人終不能成眷屬，殉情而死，而且她死後也不
幸。她雖「情獨鐘於一人，而義足風於千載。」32，是中國文學史上難得的女作
家，但卻鮮為人知。張玉娘死後，她的詩詞保存於浙江省松陽縣沈氏（沈佺）
宗祠裡。在她生前，她的詩詞集並未付梓，這可能因為她閨閣女子的身份所限。
在她死後，她的族孫張獻集錄她的遺作，並題簽遺作的集名為「《蘭雪集》」。33
《蘭雪集》共上下兩卷，但它卻長期默默無聞，久蒙塵埃。借用譚正璧的
說話「不但文學史上從未見過她的名字，即各種詞選中也從沒把她的詞選入。
各家詞話也沒有把她的名字提及。她的《蘭雪集》如果沒有清初人孟稱舜替她
刊梓，有正書局再為翻印，即使《浙江通誌》中有她的名字，《松陽縣誌》有她
的小傳，我們決計不會知道宋代女詞人中有她這樣一個人的。」34直到清代順治
年間，著名劇作家孟稱舜任松陽訓導時，為玉娘的事蹟所感動，也為玉娘的詩

29

舒紅霞：
《女性‧審美‧文化──宋代女性文學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
，頁 40-53。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研究室編：《詞學研究論文集 1911-1949》（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8 年）
，頁 203。
31
朱穎輝輯校：《孟稱舜集》，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
，頁 570。
32
同上，頁 570。
33
李丹：〈張玉娘研究談屑〉，見松陽縣文聯、松陽縣蘭雪詩社編：《蘭雪集與張玉娘研究》（北
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5 年），頁 181-199。
34
譚正璧：《中國女性文學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 年），頁 276。
30

107

詞所折服。於是發動鄉紳為她修墓擴祠，刊印《蘭雪集》，並為她創作了著名的
三十五折傳奇劇本《張玉娘閨房三清鸚鵡墓貞文記》。《蘭雪集》蒙塵三百多年
後，玉娘的事蹟和作品才得以流傳。但因刊印數目不多，流傳不廣，知道她及
《蘭雪集》的人不多，一顆璀璨的明珠險被埋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
八十年代後，研究張玉娘及其作品的論文也漸漸多了起來。352005 年松陽
政府為紀念張玉娘，松陽縣文聯、松陽縣蘭雪詩社編輯出版了《蘭雪集與張玉
娘研究》一書，為我們進一步認識這位女詞人提供了寶貴的史料。

第三章 張玉娘的詞
第一節、

閨中生活

生活是詞人生命的一部分，因此詞人總會有意或不經意地將自己的生活寫
入詞中。由於封建社會對女子的束縛，女子的生活天地大多數是深閨內院，視
野受到限制，身心亦受到禁錮。36張玉娘是位深閨女子，自幼熟讀詩書，稱得上
是位文學閨秀，在她的詞中可以窺見她的生活感受，以及她如何呈現生活。例
如《玉樓春‧春暮》：
憑樓試看春何處。簾卷空青澹煙雨。竹將翠影畫屏紗，風約亂紅依繡戶。
小鶯弄柳翻金縷。紫燕定巢銜舞絮。欲憑新句破新愁，笑問落花花不語。
37

春天萬物復甦，女詞人們敏感纖細的內心世界往往會被春天所牽動。在這
首詞中，可見詞人對時間、對季節的敏感度，她登樓憑欄嚐試追尋春天的蹤跡。
登樓憑欄是宋代女詞人一種生命的情意結，樓閣庭院是她們生活的發生之處，
亦是她們情感的發源之處。38登樓令她們看到庭院以外的風景，亦令她們被困於
四面牆中也能呼吸自由的空氣。詞人登樓憑欄極目所看到的是「簾卷空青澹煙
雨。竹將翠影畫屏紗，風約亂紅依繡戶。」窗外是一場煙雨，庭院裡的翠竹搖
曳著，把沈重的陰影畫到屋內屏風的薄紗上，陣陣風吹來，又把落花灑向繡戶。
詞人幾個局部的描寫，便勾勒成一幅完整的暮春閨景。在詞人的眼中，不只煙

35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找到最早的論文是 1981 年。蘇振元：
〈略論詩人張玉娘和她的作品〉
。
《杭州大學學報》
，第 11 卷第 2 期（1981 年 6 月）
，頁 54-60。
36
孫亞男：〈宋代女性詞人的悲秋本色〉，《青年文學家》
，2011 年第 12 期（2011 年），頁 192。
37
唐圭璋編：《全金元詞》
（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頁 871。
38
駱新泉：
〈宋代女性詞樓意象詞的多視角觀照〉
，
《求索》
，2010 年第 3 期（2010 年）
，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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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翠影、亂紅是一蝠畫，「小鶯弄柳翻金縷。紫燕定巢銜舞絮。」小鶯和紫燕
的飛翔也彷如舞蹈美妙。或許詞人樓閣庭院的生活是日覆一日，但她對生活的
敏感和欣賞卻沒有因此消退。「欲憑新句破新愁，笑問落花花不語。」一句化用
了宋代歐陽修（1007-1072 年）
《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中的經典名句：
「淚
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39。春光終究留不住，詞人想寫些詞句來排遣
送春而產生的新愁，歐陽修以「淚眼」問花，而張玉娘以「笑」而對。她笑著
對花痴情地發問，希望在落花身上得到啟發，然而花兒卻在一旁緘默無言，好
句難得。從這首詞中可以看出，縱使庭院樓閣限制了張玉娘的軀體，卻阻止不
了她對生活的種種感受，她登樓尋春，以寫作抒發自我真性情，即使內心有愁
不能解，看著花落之景，她也能以笑面對，這是她個人的生活態度。
又如《南鄉子‧清晝》：
疏雨動輕寒。金鴨無心爇麝蘭。深院深深人不到，憑闌。盡日花枝獨自
看。
消睡報雙鬟。茗鼎香分小鳳團。雪浪不須除酒病，珊珊。愁繞春叢淚未
乾。40
值得注意的是這首詞的表達方式和《玉樓春‧春暮》可以說是南轅北轍。
如果說在《玉樓春‧春暮》中詞人將她的生活直接呈現，首先她寫登樓憑欄，
再寫暮春之景、賦新句抒愁，清楚全面地把一日或某一個時間的生活行為表現
出來。那麼在《南鄉子‧清晝》中，詞人選擇些許片段來抒寫生活。
在這首詞中，詞人將一些瑣碎、看似不相關的句子放在一起。「疏雨動輕
寒。金鴨無心爇麝蘭。」窗外稀稀落落的雨點，室內銅制的鴨形熏爐也沒有心
思點燃麝蘭香，烘托出詞人獨處閨房的孤寂，百無聊賴的情緒。接著描寫庭院，
「深院深深人不到，憑闌。」化用了宋代歐陽修的《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
許」41疊用三個「深」字，寫出了女主人公身心都受到壓抑和禁錮，形同囚居。
42
不但暗示了主人公的孤身獨處，更有心事重重之感，因此為後人所稱讚不已。
而張玉娘亦仿其語作詞，同樣用三個「深」字來寫「深院深深人不到」，然而她
的生存空間並非是客觀現實的真實再現，更多的是她對自己生存空間的主觀感
受。43深宅大院冷清得無人光臨。在庭院之後這裡再一次出現了登樓憑欄的意象。
「憑闌」是歷來才子仕女愁來不可排遣，斜依欄杆以遠眺的動作。44倚著欄杆，
39

黃畲箋注：《歐陽修詞箋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
，頁 36。
唐圭璋編：《全金元詞》
（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872。
41
黃畲箋注：《歐陽修詞箋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
，頁 36。
42
〈賞析——歐陽修《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
，《考試》，2015 年第 36 期，頁 96。
43
舒紅霞：《女性‧審美‧文化──宋代女性文學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 174。
44
鄭光儀：《中國歷代才女詩歌鑒賞辭典》
（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1 年）
，頁 116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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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整天獨自對著花發呆。視覺範圍忽然又轉到室內，「茗鼎香分小鳳團。雪
浪不須除酒病，珊珊。愁繞春叢淚未乾。」詞人一反常情，不以酒消愁，而是
以鼎煮起又香又濃的品茗團茶，但「雪浪不須除酒病」
，於是她只得緩步春叢中，
愁情滿懷，淚水潸潸。在這首詞中，張玉娘跳躍般繁忙地聽雨、憑欄、看花、
煮茶，這些事可能不是一日內發生的，而是她為了作詞而綴合而成的。
現實的生存空間，決定了張玉娘文學的描寫空間，她的生活離不開四堵圍
牆裡的庭院、畫樓、閨房，於是在她的詞中看到的是登樓憑欄、作詞、聽雨、
看花、煮茶……她將生活寫進詞中，或是直言無諱，或是挑選拼砌，她以女性
獨有的婉約纖細書寫了她詞中的閨中以詞茶為樂的生活自我寫照。
第二節、

四時風光

觀察詞人在詞中通過什麼樣的景物表現了什麼樣的情感，是研究詞非常普
遍及重要的一個切入點。明代學者胡應麟（1551-1602 年）說「作詩不過情、景
二端」45，其實作詞也是一樣，情和景是十分重要的元素。王國維（1877-1927
年）說「詞之為體，要眇宜修」46，形式更為自由、情感更為細膩豐富的詞將情
與景的關係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在張玉娘的十六首詞中，有一半的的詞題是
直接有春、夏、秋、冬字眼在其中，47可見她對四季之景的欣賞和喜愛。在這一
節，先看看張玉娘如何感受不同季節和時間的景色，以及她怎樣將景色融入詞
中。
描寫春景的詞《蘇幕遮‧春曉》48。上片首兩句「月光微，簾影曉」
，以形
象的語言勾勒出春天拂曉時的景色。此時殘月西斜，月光暗淡，曉風吹拂，簾
影搖動。49下片是詞人「情逐梨雲，夢入青春杳。」在滿是梨花的夢中醒過來，
看見「海棠陰，楊柳杪。疎雨寒煙」海棠陰濃密，楊柳梢青青，均籠罩在煙雨
迷朦之中，陣陣的涼風和滴滴疏雨，忽然令她頓生「似我愁多少」的慨嘆。另
一首詞《玉樓春‧春暮》50描寫暮春景象。上片詞人登樓憑欄極目所看到的是「簾
卷空青澹煙雨。竹將翠影畫屏紗，風約亂紅依繡戶。」窗外煙雨，庭院翠竹搖
曳，陰影畫到屋內屏風的薄紗上，清風徐來，又把落花灑向繡戶，宛如一幅副
45

（明）胡應麟撰：《詞藪》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年）
，頁 63。
王國維著，劉鋒杰、章池集注：《人間詞話百年解評》
（合肥：黃山書社，2002 年），頁 283。
47
八首詞包括：
《法曲獻仙音‧夏夜》
、
《蘇幕遮‧春曉》
、
《玉樓春‧春暮》
、
《玉女搖仙佩‧秋情》
、
《賣花聲‧冬景》
、
《蕙蘭芳引‧秋思》
、
《浣溪沙‧秋夜》
、
《小重山‧秋思》
，而《念奴嬌‧中秋
月次姚孝寧韻》和《漢宮春‧元夕用京仲遠韻》不計算在內。
48
《蘇幕遮‧春曉》全詞：
「月光微，簾影曉。庭院深沉，寶鼎餘香梟。濃睡不堪聞語鳥。情逐
梨雲，夢入青春杳。 海棠陰，楊柳杪。疎雨寒煙，似我愁多少。誰唱竹枝聲繚繞。□□臨風，
自訴東風早。」，見唐圭璋編：《全金元詞》
（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頁 870-871。
49
鄭光儀：《中國歷代才女詩歌鑒賞辭典》
（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1 年）
，頁 1185。
50
唐圭璋編：《全金元詞》
（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頁 871。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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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風景畫。下片描寫春天的飛鳥，「小鶯弄柳翻金縷。紫燕定巢銜舞絮。」
暮春楊柳依依，小鶯在金黃色的柳條中跳躍歌唱，紫燕勤奮地築巢，銜著柳絮
在空中翩翩飛舞。「欲憑新句破新愁，笑問落花花不語。」詞人想以新詞句消新
愁，可惜落花緘默不語。
關於夏季的只有一首：
《法曲獻仙音‧夏夜》51此詞描寫夏天涼夜之景。上
片「天卷殘雲，漏傳高閣，數點螢流花徑。立盡屏山無語，新竹高槐，亂篩清
影。看畫扇，羅衫上，光凝月華冷。」夏夜，夜空漂浮著零散稀疏的雲，寂靜
中，高閣傳來漏壺清晰可聞的滴答聲，花叢裡，彷彿有數點微弱的燈光在流動，
原來那是流連在花徑中忘記歸家的螢火蟲。時間無聲流逝，詞人也不知道在窗
前站立了多久，直到月上屏山，清風吹動庭園中的竹枝和槐葉，就像篩子一般
零亂地篩弄地上的清影。看看，清冷的月光灑落下來，凝在畫扇、羅衫上。這
時，視覺由夏夜戶外，自然地轉入閨閣之中，隨著如水月華，全然聚焦在形單
影隻的詞人身上。處身於幽靜清冷氛圍中，而且被凝鎖於皎月清光之下的身影，
愈加顯得孤單寂寞。上片寫景，下半轉為抒情，但情仍借景抒發。「夜初永。問
蕭娘、近來憔悴，思往事、對景頓成追省。低轉玉繩飛，澹金波、銀漢猶耿。
簟展湘紋，向珊瑚 、不覺清倦。任釵橫鬢亂，慵自起來偷整。」「蕭娘」是唐
代時女子的泛稱，這裡是詞人的自稱，為什麼近來面容憔悴？她想起了以往和
表兄沈佺相處時的一點一滴，在幽靜的夜景中，她形單影隻，頓時再次思念起
遠在他方的人。物是人非之歎，空間遙隔之感，追憶一幕幕往事，她不禁憂悒
神傷。直到月光向低處移動，北斗星升起，月色漸淡，但銀河猶亮。涼席上呈
現出湘竹的斑紋，看著珊瑚枕，詞人不覺得疲倦。精力彷彿都隨那人而去，思
念令她憔悴，本是「女為悅己者容」
，然而，所思在遠道，她還要為誰精心妝扮？
於是詞人自任釵橫鬢亂，懶慵無心妝扮。這首詞由景生情，幽冷寂靜的景色天
襯托出詞人的思念及傷離之愁。
秋天詞有四，均用秋字入題：《玉女搖仙佩‧秋情》、《蕙蘭芳引‧秋思》、
《浣溪沙‧秋夜》和《小重山‧秋思》。詞人眼中的秋夜，「霜天破夜，一陣寒
風，亂淅入簾穿戶。」52（《玉女搖仙佩‧秋情》）是寒風颯颯，秋雨淅瀝，在風
驟雨斜的情況下，冷氣逼人穿簾入戶。在秋夜之中，「星轉曉天，戍樓聽、單于
吹徹。擁翠被香殘，霜杵尚喧落月。」53（《蕙蘭芳引‧秋思》）星辰轉移，天將
拂曉，而詞人卻擁著翠被徹夜未眠，屋內熏火將殘，只聽那遠方戍樓姜笛聲聲，
胡笳幽咽，又見那霜杵陣陣催月落。「單于」原是匈奴首領的稱號，詞人在這裡
指代姜笛、胡笳。54「喧」是大而嘈雜的聲音，「霜杵尚喧落月」用比擬法，寫
51
52
53
54

唐圭璋編：《全金元詞》
（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頁 870。
同上，頁 871。
同上，頁 872。
鄭光儀：《中國歷代才女詩歌鑒賞辭典》
（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1 年）
，頁 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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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似乎是被霜天洗衣槌震落的，「霜杵」和「落月」都成了有生命的事物，令詞
變得生動有趣。秋天裡的飛鳥昆蟲「玉影無塵雁影來。繞庭荒砌亂蛩哀。」55（《浣
溪沙‧秋夜》）月光晶瑩明淨得一點塵埃也沒有，詞人似乎看到了大雁飛翔的影
子。這時詞人身處於家中，聽到蟋蟀的叫聲好像在「亂哀」。然而，秋天不只是
清靜無光的，在落葉的季節中，也有不一樣的色彩。「秋入瑤台玉簟涼。藕花香
暗度、紫荷鄉。軟□羅扇動清商。霜漸老，庭外菊初黃。」56（《小重山‧秋思》）
蓮藕的花香暗暗傳來，紫色的荷花還開著，庭園外的菊花才剛剛變黃。
描寫冬景的詞有《賣花聲‧冬景》57。
「門外六花零。香袂棱棱。等閒斜倚
舊圍屏。」門外雪花飄零，寒意襲人，天氣寒冷「玉盤香水徹清冰」連玉盤裡
的水也結成冰，人們的活動自然因此減少，不免百無聊賴，詞人只好斜倚著舊
圍屏打發時間。冬天於詞人而言，除了寒冷之外，還有晶瑩剔透的雪花，詞人
還有一首詞《憶秦娥‧詠雪》58。「天冪冪。彤雲黯澹寒威作。寒威作。瓊瑤碎
剪，乘風飄泊。」，「冪冪」是覆蓋、罩的意思，這裡是形容天空烏雲密布的樣
子。59漫天陰雲密布，天色黯淡，
「寒威作」寒氣逼人，不一會就剪出了滿天晶
瑩透亮的雪花，隨風飄盪著。
春夏秋冬四時有序，四季之景皆有其生命精神流淌其中。春季萬物復甦，
「小鶯弄柳翻金縷。紫燕定巢銜舞絮。」
（《玉樓春‧春暮）》
；夏季燦爛炎熱，
「天
卷殘雲，漏傳高閣，數點螢流花徑。」
（《法曲獻仙音‧夏夜》）
；秋季煙雨迷朦，
「霜天破夜，一陣寒風，亂淅入簾穿戶。」（《玉女搖仙佩‧秋情》）；冬季銀裝
素裹，「門外六花零。香袂棱棱。等閒斜倚舊圍屏。」（《賣花聲‧冬景》）。可見
張玉娘對四季之景皆欣賞，感受大自然，並且用心寫入詞中。
第三節、
情愛離愁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說：「昔人論詩詞，有景語、情語之別，不知一切
景語皆情語也。」60情和景是不可分割的，上一節說到詞的形式較詩而言更為自
由、情感更為細膩豐富，是因為詞體「要眇宜修」的特點，葉嘉瑩（1924-）說
這是一種精微細緻富於女性修飾之美的特質。61而這種特質，乃由於：首先，詞
的長短句形式本來就有一種伴隨流行樂曲節奏而變化的特美，因此更宜於於表
達一種深隱幽微的情思。其次，詞早期的題材內容以敘寫美女與愛情為主，自
然形成一種婉約纖柔的女性化的特質。再者，正因為詞既有這種「要眇宜修」
55
56
57
58
59
60
61

唐圭璋編：《全金元詞》
（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頁 872。
同上，頁 872-873。
同上，頁 871。
同上，頁 872。
蘇者聰選注：《中國歷代婦女作品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275。
王國維著，劉鋒杰、章池集注：《人間詞話百年解評》
（合肥：黃山書社，2002 年），頁 282。
葉嘉瑩：《詞學新詮》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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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點，而作者在寫作時不必具有嚴肅的「言志」之用心，於是遂在此種小詞
的寫作中，於無意間反而流露了作者內心所潛蘊的一種幽隱深微的本質，而予
讀者興發感動之聯想空間。62因此，張玉娘作為一位女詞人身份，她的詞比起「花
間派」代言體的閨怨詞更有價值。
愛情是古今中外生命體驗最為深刻的一種情感，而在張玉娘的僅僅二十七
年的生命中，表兄沈佺是在她人生最濃郁、最刻骨銘心的一人。父母的毀婚，
使得有情人不得終成眷屬，張玉娘的詞，十之八九都是與沈佺分開後所寫，於
是，她和沈佺之間不幸的愛情，構成了張玉娘詞中悲傷意蘊的重要內容。這裡
有對情郎難消難解的思念之愁：
「愁未休、窗外又敲黃葉。」63（《蕙蘭芳引‧秋
思》）
，相思之苦困擾、折磨著她，
「冷浸寶奩脂粉懶，無限淒清。」64（《賣花聲‧
冬景》）她不僅懶於打扮，釵橫鬢亂，
「瘦減精神三楚」65（《玉女搖仙佩‧秋情》）
、
「看臂銷金釧，一寸眉交千結。」66（《蕙蘭芳引‧秋思》）甚至為得伊消得人憔
悴，形體消瘦，愁苦縈懷。可惜，無限愁思並未迎來與沈佺的相聚。於是，思
君君不見的寂寞之愁構成了張玉娘作品的一個主要內容：「何時星前月下，重將
清冷，細與溫存。薊燕秋勁，玉郎應未整歸鞍。數新鴻、欲傳佳信，閣兔毫、
難寫悲酸。到黃昏。敗荷疏雨，幾度銷魂。」67（《玉蝴蝶‧離情》）何時才能與
情人重聚，一起在星前月下，到那時重將這一片清冷細細溫存。68「薊燕」兩句
是詞人所想，薊燕的秋風颯颯，強勁有力，自己的意中人沈郎想來還沒有整頓
行裝車馬返回。「數新鴻、欲傳佳信」她多麼希望剛剛飛來的大雁能為她帶來美
好的消息啊。她終日盼望，至今不見沈郎歸來。滿屋子的兔毫筆，也無法寫盡
她內心的悲酸。到了黃昏的時候，雨稀稀瀝瀝的下著，荷花殘敗枯萎，怎能不
讓人為之心碎。室內的詞人更是觸景傷情，思緒聯翩，無限煩惱湧上心頭。69
但是，張玉娘沒想到與沈佺的一別竟成永訣，留給她的是生死兩隔的刻骨
離愁。
「玉關愁，金屋怨，不成眠。粉郎一去，幾見明月缺還圓。安得雲鬟香臂，
飛入瑤台銀闕，兔鶴共清全。竊取長生藥，人月兩嬋娟。」70（《水調歌頭‧次
東坡韻》）玉關，是玉門關的省稱，古代邊塞常用作生人戍守之地。71在這裡詞
人用作指思婦的憂愁。72陳王后金屋藏嬌的典故，言自己雖被人所愛，但如今已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這段內容概括葉嘉瑩的講解。見葉嘉瑩：《詞學新詮》
（上揭）
，頁 12-13。
唐圭璋編：《全金元詞》
（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頁 872。
同上，頁 871。
同上，頁 871。
同上，頁 872。
同上，頁 871。
鄭光儀：《中國歷代才女詩歌鑒賞辭典》
（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1 年）
，頁 1164。
同上，頁 1165。
唐圭璋編：《全金元詞》
（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頁 872。
鄭光儀：《中國歷代才女詩歌鑒賞辭典》
（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1 年）
，頁 1178。
蘇者聰選注：《中國歷代婦女作品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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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再見之日。沈佺離開了，詞人以明月的圓缺來比喻人的聚散，但是縱使明月
缺了又圓，她等的人也不會回來了。她多麼希望像嫦娥竊得長生藥那樣，飛入
月宮，和情人在一起，人月兩團圓。但是，這些都不能實現了，「燕子樓空，鳳
簫人遠，幽恨悲黃鵠。」73（《念奴嬌‧中秋月次姚孝寧韻》）她幽恨不絕。「何
人輕馳寶馬，爛醉金罍。衣裳雅澹，擁神仙、花外徘徊。獨怪我、繡羅簾鎖，
年年憔悴裙釵。」74（《漢宮春‧元夕用京仲遠韻》）她在回憶中、在夢中想像沈
佺的美好，但是她卻形銷骨立。生死相隔的相思之苦，痛失愛侶的刻骨之痛，
渺茫不見的深沉悲哀溢於言表。
張玉娘把她與沈佺的愛情灌注於創作中，正是因為她對沈佺的愛，她拒絕
了雙親的另謀婚配，在餘生為他守貞。於是，在她的詞中我們不見她的歡愉之
情，只見她真摯、堅貞不渝，看到的是一位為情愁苦的女子。難怪唐圭章亦說：
「看這些詞，真是嗚咽滿紙，令人嘆息。」75

第四章 總結
譚正璧在《中國女性文學史》說：「宋代女詞人以地位著名的，有魏夫人
和孫夫人；以作品著作著名的，有李清照、朱淑真、吳淑姬、張玉娘，被稱為
四大詞家。」76譚正璧認為在中國女性文學史上，張玉娘的地位與中國歷史上最
著名的女詞人──李清照齊名，給予她極高的評價。
張玉娘的詞真實的反映了她的閨中生活和思想感情。她的詞或許不是首首
精彩絕倫，或許比不上大家名家詞人，正如紀昀（1724-1805 年）在《四庫全書》
中指出：張玉娘「詩格淺弱，不出閨閣之態。」77她的作品雖然寫於民族遭難、
動盪不安的時代，由於生活空間所限，她的詞卻缺乏憂國憂民的思想，就這一
方面而言，她遠不能與李清照相比。她的創作，沒有繁複華麗的語言，沒有艱
難晦澀的意象，也沒有故弄玄虛的情感，她有的是直白如話、自然樸實的語言，
和婉約細膩、真摰動人的情感，這些形成了屬於張玉娘詞的語言風格，也是她
藝術個性的重要體現。有人這樣說過，
「蘭雪有辭君莫唱，夕陽煙機不勝悲」78儘
管她的作品題材狹窄，缺乏深刻的社會內容，格調亦過於悲傷，但她寫出了自
己和當時命運與她相約的女性的生活、情感和精神面貌。
73

唐圭璋編：《全金元詞》
（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頁 872。
同上，頁 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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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圭璋：《詞學論叢》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頁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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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正璧：《中國女性文學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 年），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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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頁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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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孟稱舜：《孟稱舜戲曲集》
（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6），頁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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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玉娘是位癡於情、貞於愛的女子。張玉娘守貞不嫁，並不是因為遵循宋
代理學家力倡的貞節觀，在沈佺生前她父母悔婚，她們已經沒有任何關係，在
沈佺死後，她就更不必為他守貞了，但她仍然拒絕父母為她另擇佳婿，誓死不
嫁，僅活到二十七歲。張玉娘的守志不嫁，不能算作禮教的節婦，而是遵重和
珍愛自己的感情，為追求真摰的愛情與禮教抗衡的覺悟女性。79在當時封建禮教
的束縛之下，她身為一位大家閨秀，卻敢於反抗父母，敢於面對自己的情感，
為愛守貞，為情發聲，敢於把愛情生活的哀怨和獨處深閨的的情感寫於詞中。
張玉娘是一位值得歌頌的貞女，她的詞亦是值得我們欣賞研究。

參考書目

79

舒紅霞：
《女性‧審美‧文化──宋代女性文學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
，頁 51-59。
115

專著
1. （清）水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
2. 王仲厚：《唐宋词话》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4 年。
3. 王國維著，劉鋒杰、章池集注：
《人間詞話百年解評》合肥：黃山書社，2002
年。
4. 史玉德編著：《名媛雅歌》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年。
5. 朱孝臧輯校編撰：《彊村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6. 朱穎輝輯校：《孟稱舜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7. 吳文治：《宋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8. 吳藕汀、吳小汀：《詞調名辭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年。
9. 周淑舫：《中國女性文學發展覽論》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 年。
10. （明）孟稱舜：《孟稱舜戲曲集》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6 年。
11. 松陽縣文聯、松陽縣蘭雪詩社編：《蘭雪集與張玉娘研究》北京：中國青年
出版社，2005 年。
12. （明）胡應麟撰：《詞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年。
13. 唐圭璋：《詞學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14. 唐圭璋編：《全金元詞》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15. 張炎、沈義父：
《詞源注 樂府指迷箋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年。
16. 陳水雲：《清代詞學發展史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年。
17. 喬以鋼：《中國女性的文學世界》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 年。
18. 舒紅霞：
《女性‧審美‧文化──宋代女性文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9.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研究室編：《詞學研究論文集 1911-1949》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20. 黃畲箋注：《歐陽修詞箋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21. 新文豐出版公司輯：
《叢書集成續編 一三三》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
22. 葉嘉瑩：《迦陵說詞講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
23. 葉嘉瑩：《詞之美感特質的形成與演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24. 葉嘉瑩：《詞學新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25.
26.
27.
28.
29.
30.
31.

葉嘉瑩：《葉嘉瑩說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鄭光儀：《中國歷代才女詩歌鑒賞辭典》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1 年。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纂：《鲁迅全集》上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年。
瀋松勤：《唐宋詞社會文化學硏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0 年。
譚正璧：《女性詞話》香港：百新圖書文具公司，1958 年。
譚正璧：《中國女性文學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 年。
譚正璧：《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江蘇：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8 年。
116

32. 譚紹鵬、雷猛發編著：
《歷代女詩人傳奇》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
33. 蘇者聰：《宋代女性文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 年。
34. 蘇者聰選注：《中國歷代婦女作品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35. 蘇者聰選注：《歷代女子詞選》成都：巴蜀書社，1988 年。
論文
1. 王鳳英：
〈從《蘭雪集》看張玉娘與沈佺之愛〉
。
《芒種》
，2014 年第 20 期（2014
年），頁 111-112。
2. 田玉軍：〈淺論張玉娘生活和創作反映的貞節觀及其影響〉。《現代語文(學術
綜合版)》，2013 年第 8 期（2013 年），頁 21-23。
3. 朱德华：
〈寒煙疏雨愁多少──張玉娘及《蘭雪集》研究〉
。碩士論文，華中科
技大學，2008 年。
4. 李真：〈張玉娘作品語言藝術研究〉。碩士論文，信陽師範學院，2014 年。
5. 珊丹：〈元代女詩人張玉娘的創作與生活〉。《中華女子學院山東分院學報》，
2009 年第 1 期（2009 年），頁 64-67。
6. 孫亞男：
〈宋代女性詞人的悲秋本色〉
。
《青年文學家》
，2011 年第 12 期（2011
年），頁 191-192。
7. 張麗、宋春光：〈論宋代女詩人張玉娘作品的慷慨之氣〉。《絲綢之路》，2011
年第 22 期（2011 年），頁 88-89。
8. 陸立玉：〈李清照、張玉娘作品中的愁情比較研究〉。《文教資料》，2015 年第
9 期（2015 年），頁 13-14。
9. 覃志鴻：〈探析宋代女作家成就突出原因〉。《才智》，2012 年第 32 期（2012
年），頁 155。
10. 賀利：
〈論宋代女性詞人的生存本相及審美特質〉
。
《前沿》
，總第 271 期（2010
年），頁 194-197。
11. 葉雨潔：〈一篇蘭雪寫冰心——略論張玉娘和她的詩歌創作〉。《浙江教育學
院學報》，2002 年第 3 期（2002 年），頁 18-24。
12. 劉麗莎：
〈從李清照與張玉娘的詩詞看其女性形象〉
。
《四川文理學院學報》，
2015 年第 4 期（2015 年），頁 83-86。
13. 蔡靖文：〈論《蘭雪集》中張玉娘之自我形象〉。《文與哲》，2006 年第 8 期
（2006 年），頁 365-399。
14. 鄧紅梅：〈女性詞綜論〉。《文學評論》，2002 年第 1 期(2002 年)，頁 29-35。
15. 駱新泉：
〈宋代女性詞樓意象詞的多視角觀照〉
。
《求索》
，2010 年第 3 期（2010
年），頁 189-191。
16. 蘇振元：〈略論詩人張玉娘和她的作品〉。《杭州大學學報》，第 11 卷第 2 期
（1981 年 6 月），頁 54-60。
17. 〈賞析——歐陽修《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考試》
，2015 年第 36 期
（2015 年），頁 96。
117

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