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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柳永（987-1058）為北宋前期詞人，他「變舊聲作新聲」
，大量創作慢詞，
開拓了詞的體制形式。歷代學者對柳永詞甚為關注，在研究柳詞對婉約詞的繼
承與創新、題材風格、詞牌運用等各方面都有豐碩的成果，然而鮮有以女性角
度切入，通過柳詞去解讀宋代女性的形象。
本論文以柳詞為研究主題，參照前人評論，嘗試分析柳永詞作中的女性形
象，並由此探求當中的文化內蘊或意象。最後，把柳永所描繪的女性作為切入
點，探討對其人生經歷的關係及意義。
關鍵詞：柳永、女性形象、宋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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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柳永初名三變，字景莊，後改名為永，字耆卿1，宋人謂其終官為屯田員外
郎，世稱柳屯田。2柳永約生於宋太宗雍熙四年（987），景祐元年（1034）中進
士。寶元元年（1038）柳永由選人為官特授著作郎，除西京陵臺令。卒於仁宗
嘉祐三年（1058）以後。3作品有《樂章集》，今存詞二百零六闕。4
柳永一生對詞壇貢獻甚大，雅俗共賞。柳詞流傳廣遠，上至皇室貴胄、文
人雅士，下至普羅百姓，由宮闈禁地到瓦舍勾欄，皆能流播開去。然而，大多
數的評議都是針對柳詞的俚俗，如吳梅（1884-1939）在《詞學通論》中曾云：
「余
謂柳詞皆是直寫，無比興，亦無寄託。見眼中景色，即說意中人物，便覺直率
無味，況時時有俚俗語。」5宋初詞人繼承晚唐五代遺風，詞風綺麗婉約，其中
「花間詞」更是其代表。柳永則另闢蹊徑，以俗語入詞。6筆者認為柳詞之所以
能流傳至今，離不開詞人的「真誠真切」之情。劉若愚亦持相似的看法，在《北
宋六大詞家研究》中，以「感情寫實與風格創新」來總結柳詞的風格特徵。7
實際上，在北宋時，柳永等男詞人多以愛情、女性為題材8，有關女性的描

1

柳永有兩名兩字，其先後次序有兩說，一說是陳師道《後山詩話》與吳曾《能改齋漫錄》謂初
名為三變，字景莊，後改名為永，字耆卿。葉夢得《避暑錄話》則相反。由於柳永的兄長名三
接及三復，故取前說。
2
柳永終官於屯田員外郎之說，學界普遍認為無誤。但據羅忼烈之發現，柳永《墓誌銘》稱他的
官銜為郎中，與俞文豹《吹劍錄》相符。薛瑞生循羅之說，推斷柳永終官於前行郎中的可能性
較大，也可能是後行郎中或中行郎中，斷不是屯田員外郎。參羅忼烈著：《話柳永》
（香港：星
島敎育出版社，1988 年）
，頁 27-29。又參薛瑞生著：
《柳永別傳——柳永生平事蹟新證》
（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8 年）
，頁 146-200。
3
柳永之生卒事蹟年考，皆循薛瑞生《柳永別傳——柳永生平事蹟新證》一書，詳見〈附錄一 柳
永年譜簡編〉
。
4
柳永《樂章集》版本頗多，今可見者有四種：毛晉《宋六十名家詞》（毛斧季校）本、吳重熹
《山左人詞》
（繆荃孫校）本、朱祖謀《彊邨叢書》本、唐圭璋《全宋詞本》
。本文將以《樂章
集校注》為《樂章集》之依據。
《樂章集校注》以朱本為底本，以其他三家及各家校記參校。參
【宋】柳永著，薛瑞生校註：《樂章集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頁 1。
5
吳梅：《詞學通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47 年）
，頁 71。
6
對於柳永的「俗」
，亦有學者認為有其好處。
「其實俗並不見得不好，它有淺顯、易懂、活潑等
相近的好處，雅也不見得完全是好，它也有艱深、晦澀、板滯等類似的缺點，只要俗而不鄙，
總比雅得令人厭煩來得可以接受，何況柳永的俗，確實有淺顯、易懂、活潑等優點，如他將許
許多多的口語融入詞中，使詞的語言產生了變化，顯得自然生動。」黃文吉：
《北宋十大詞家研
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 年），頁 143。
7
劉若愚著，王貴苓譯：《北宋六大詞家研究》
（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6 年），頁 51。
8
與其同時之詞人有晏殊、張先等。他們的詞作也以女性為題，例如晏殊〈破陣子〉
：
「海上蟠桃
易熟，人間好月長圓。惟有擘釵分鈿侶，離別常多會面難。此情須問天。蠟燭到明垂淚，熏爐
盡日生煙。一點淒涼愁絕意，謾道秦箏有剩絃。何曾為細傳。」載唐圭璋編：
《全宋詞》
（北京：
中華書局，1965 年），頁 88。又張先〈菩薩蠻〉：
「憶郎還上層樓曲。樓前芳草年年綠。綠似去
時袍。回頭風袖飄。郎袍應已舊。顏色非長久。惜恐鏡中春。不如花草新。」載《全宋詞》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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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詞作中佔了頗大的比例。以柳永為例，據杜若鴻統計，《樂章集》描寫佳人
或歌妓的作品約有 103 首之多，佔全部詞作的一半。9詞人從男性角度刻畫女性，
產生了大量關於女性的作品，故本論文即以女性形象為中心分析柳詞。
至於柳詞的研究概況，據明智〈近幾年柳永研究綜述〉10之統計，內地的
學者對柳永柳詞的研究頗為熱衷，研究範圍可分成四類：一為柳永生平、思想
性格、悲劇心態、悲劇成因研究；二為柳詞研究；三為比較研究；四為柳詞的
傳播與接受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影響。11而台灣方面，論文主要關於柳詞本
身的，及將柳永與同期文人作比較。12遺憾的是，香港學術界近年關於柳永的論
文專著甚少。由前人成果看來，柳永柳詞的研究題材廣泛，但探討柳詞的女性
形象，則稍顯不足。
有鑑於前人著作中，少有將柳永筆下的女性與其時代文化脈絡連接起來，
因此，本論文將針對柳永的描繪女性的作品，以前人的評論為基礎，結合女性
主義文學批評，輔以文本細讀，分析柳詞中的女性形象。本文以薛瑞生《樂章
集校注》13所錄二百零六首詞作中能明確辨認與女性有關的 103 首詞為考察範圍。
14筆者利用唐宋詞全文檢索系統15，嘗試歸納出柳永描繪女性的詞彙，並將有關
詞作分類。
在章節安排上，本論文分成五章。第一章為緒論，簡介柳永及柳詞的研究
概況、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及方法。第二至四章以具體的文本分析來探討柳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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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樂章集》中關乎吟詠佳人或歌妓的作品約有 103 首之多，幾乎佔全部詞作的一半；
《樂章集》
中關於羈旅行役的作品佔約 59 首之多，接近全部詞作的四分之一；《樂章集》描寫都會承平，
人民生活概況的作品約 27 首，佔十分之一左右；
《樂章集》的頌詞約 11 首，為數較少；另有約
13 首詠物和詠史之作。杜若鴻：
《柳永及其詞之論衡》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頁 18-34。
10
明智，
〈近幾年柳永研究綜述〉
《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 23 卷第 2 期（2008 年 02 月）
，頁 46-51。
11
關於柳永生平、思想性格、悲劇心態、悲劇成因研究成果，例如王輝斌的〈柳永生平訂正〉；
柳詞研究成果，例如時東明、田全金的〈柳永的情詞與「戀妓」情結〉
；比較研究成果，例如吳
清秋的〈宋玉《九辯》的情感母體與柳永羈旅詞的雅化〉
；柳詞的傳播與接受及其在文學史上的
地位影響成果，例如曹志平的〈論柳永詞的傳播及其文化價值〉
。見明智，〈近幾年柳永研究綜
述〉，
《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 23 卷第 2 期（2008 年 2 月），頁 46-51。
12
有關柳詞研究成果，例如卓惠婷的〈時空下的審美觀照——柳永詞的時空藝術探討〉
；有關比
較研究成果，例如顏智英的〈寫實與浪漫——柳永、蘇軾「詠潮詞」
（《望海潮》
《南歌子》
）之
比較探析〉。
13
本文引文將以薛瑞生校注的《樂章集校注》為依據。
【宋】柳永著，薛瑞生校註：《樂章集校
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以下引文皆同。
14
詳見〈附錄二考察範圍與吟詠佳人或歌妓相關的 103 首詞〉
。
15
網絡展書讀唐宋詞全文檢索系統共收唐五代詞 2,849 闕，宋詞 21,377 闕。唐五代詞參校坊間
各版本彙整出 2,849 闕。宋詞以唐圭璋主編，台灣文光出版社，1983 年 1 月 10 日第三版的《新
校標點全宋詞》所收的 20,558 闕詞（不含蘇軾詞）以及孔凡禮輯，台灣源流出版社 1982 年 12
月出版的《全宋詞補輯》所收的 440 闕為底本，蘇軾詞 379 闕，以薛瑞生箋證，西安三秦出版
社，1998 年 9 月第一版的《東坡詞編年箋證》為底本。羅鳳珠、曹偉政：
〈唐宋詞單字領字研究〉
，
第七屆漢語詞彙語意研討會，2006 年 5 月 22-24 日，國立交通大學主辦，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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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的女性形象。其中第二章著力於研究柳永所塑造的女性。第三章則以第二
章的內容為基礎，深入探討女性形象背後的文化蘊涵。第四章借女性的論述來
重構女性聲音與當時文化的關係。第五章回應及總結全文，點出柳詞的獨特性
及其地位。

第二章 柳永筆下的女性形象
前文提到，北宋初期詞人多以女性、閨房作為題材。據許伯卿統計，北宋
初期（960-1041）和中期（1041-1085）的題材以艷情、閨情為主。16其中詞人以
柳永、歐陽修、晏殊、張先為代表。但為什麼柳永就被評為「俗」呢？薛瑞生
認為有三點：一為別人寫得雅而蘊，柳永寫得俗而露。二為別人寫後即「自掃
其跡，曰謔浪遊戲而已也」（胡寅《題酒邊詞》）。柳永卻「不掃其跡」或「不能
掃其跡」，因其「骫骳從俗，天下詠之」，又經歌妓傳唱，國人皆知，「凡有井水
處，即能歌柳詞」（葉夢得《避暑詞話》），即欲「自掃其跡」而不能。三為別人
寫的少，柳永寫的多。17因此，我們可以從柳詞中發掘宋代女性的獨特之處，也
可以看到柳詞所投射的女性。本部分將會集中論述柳詞對女性形象的塑造。
先從四闕〈木蘭花〉略窺一二：
心娘自小能歌舞。舉意動容皆濟楚。解較天上念奴羞，不怕掌中飛燕妒。
玲瓏繡扇花藏語。宛轉香裀雲襯步。王孫若擬贈千金，只在畫樓東畔住。
佳娘捧板花鈿簇。唱出新聲群豔伏。金鵝扇掩調纍纍，文杏梁高塵蔌蔌。
鸞吟鳳嘯清相續。管烈絃焦爭可逐。何當夜召入連昌，飛上九天歌一曲。
蟲娘舉措皆淹潤。每到婆娑偏恃俊。香檀敲緩玉纖遲。畫鼓聲催蓮步緊。
貪得顧盼誇風韻。往往曲終情未盡。坐中少年暗消魂。爭問青鸞家遠近。
酥娘一搦腰肢裊。回雪縈塵皆盡妙。幾多狎客看無厭，一輩舞童功不到。
星眸顧拍精神峭。羅袖迎風身段小。而今長大懶婆娑，只要千金酬一笑。
以上四闕詞皆是詠妓詞，描寫了心娘、佳娘、蟲娘、酥娘的歌舞技藝。柳永塑
造了四個個性鮮明的形象，除了描寫她們能歌善舞之外，還突顯了各自的性格。
例如心娘和蟲娘對於「千金」的態度，前者可以讓贈金人在畫樓東畔居住；而
16
17

許伯卿著：《宋詞題材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頁 43-44。
薛瑞生著：《柳永別傳——柳永生平事蹟新證》（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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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只賣笑。又如佳娘和蟲娘皆善於唱歌，但佳娘卻只唱不跳，蟲娘是邊唱邊
跳。由此可見柳永善於描寫女子，尤其是歌妓。以下將從外貌、身材與性格三
方面逐一討論。
第一節 外貌
柳永描寫女子外貌的詞，有以自然景物來比喻女子眼睛的，也有以直描法
來表現女子笑態的，現選取有關詞句析述如下：
一、形容女子眼睛
層波細翦明眸〈晝夜樂〉其二
萬嬌千媚，的的在層波〈西施〉其二
嬌波刀翦〈河傳〉其一
嬌波豔冶〈長相思〉
明眸回美盼〈洞仙歌〉
星眸顧指精神峭〈木蘭花〉其四
柳永描寫女子的眼眸深邃，運用「嬌波」
、
「明眸」等詞語來刻畫眼睛的清
澈明亮。「秋波」本指秋天的水波。李白的〈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詩中寫道：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形容女子的眼睛如水般透徹。而「層波」是帶
有動態的水，眼如秋波，表示女子眼睛如海浪一層一層的多變，「嬌波」則是非
常嬌媚的眼波，更能表現出女性的嫵媚。柳永將美人的眼睛寫得情深款款，又
風情萬種。「明眸」是指明亮的眼睛。如曹植〈洛神賦〉中：「皓齒內鮮，明眸
善睞。」寫的就是眼睛光亮，「星眸」形容眼睛如星星般光亮，像星星閃爍，非
常美麗，呈現女子嬌媚艷冶的一面。柳永善用比喻，以海浪、星星作喻體，比
擬女子眼睛，突出比喻之物的特點。
二、 笑靨
傾城巧笑如花面〈洞仙歌〉
佳人巧笑值千金〈少年遊〉其十
絳唇輕笑〈玉蝴蝶〉其三
和笑掩朱脣〈少年遊〉其四
香靨融春雪〈促路滿路花〉
香靨深深〈擊梧桐〉
最奇艷是笑時媚靨深深〈小鎮西〉
佳人的一笑可以傾國傾城，就如「傾城巧笑如花面」
，柳永運用了《漢書．
卷九十七．外戚傳上．孝武李夫人傳》裡的：「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
124

傾人城，再顧傾人國。」18形容女子極美。後半部分，更用花去比喻美人的臉容。
除了傾城以外，「巧笑」也是柳永常用來形容美女笑容的詞語。《詩經．衛風．
碩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文選．曹植．七啟》：「南威為之解顏，西施
為之巧笑。」「佳人巧笑值千金」此句以西施之美去襯托佳人之笑。上述所見，
柳永亦描述了女子「笑」時美態，「香靨」、「媚靨」指臉上的酒窩，美人笑得含
蓄，露出了梨渦。
第二節 身材
一、肌膚
膩玉圓搓素頸〈晝夜樂〉其二
玉肌瓊豔新妝飾〈惜春郎〉
如削肌膚紅玉瑩〈紅窗聽〉
一個肌膚渾似玉〈合歡帶〉
豐肌清骨〈少年遊〉其六
肌膚如削〈鳳凰閣〉
香檀敲緩玉纖遲〈木蘭花〉其三
柳永愛用「玉」來比擬女性的肌膚，形容肌膚透白光滑。「膩玉」更表達
溫潤的觸感。早在《詩經》以來，文人用玉來象徵美。如《詩經．國風．召南》：
「白茅純束，有女如玉。」此後，文人習慣用玉喻女性肢體的美，例如：玉臂、
玉齒、玉手等，由此看得出時人的審美眼光。除了以玉為美外，玉也可以有另
外一層含義。傳統中，玉石供人把玩，觀賞；跟青樓女子一樣，處於被人玩弄
的附屬地位。
二、腰肢
楚腰纖細正笄年〈促拍滿路花〉
世間尤物意中人，輕細好腰身〈少年遊〉其四
楚腰越豔〈長壽樂〉
英英妙舞腰肢軟〈柳腰輕〉
別有眼長腰搦〈兩同心〉其二
柳腰花態嬌無力〈法曲獻仙音〉
風柳腰身〈浪淘沙令〉
柳妒纖腰〈合歡帶〉
輕細好腰身〈少年遊〉其四
酥娘一搦腰肢裊〈木蘭花〉其四

18

【漢】班固：《漢書》卷九十七上，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 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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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纖腰〈望遠行〉
約素腰肢〈玉蝴蝶〉其三
楚腰纖細正笄年〈促拍滿路花〉
女子腰肢窈窕，在跳舞時就婀娜多姿。柳永最多用「楚腰」形容細腰。
「楚
腰」本是楚王愛好細腰，楚女以腰細為美。後泛指腰細女子。宋代的苗條輕盈
取代了唐代的體態豐腴的審美觀。柳永愛用「楚腰」、「纖腰」，在詞作中出現了
約十次。再看李清照的〈浪淘沙〉：「素約小腰身，不奈傷春。」歐陽修的〈阮
郎歸〉：「濃香搓粉細腰肢。」可見細腰為當時文人所喜愛。
第三節 個性
柳永所認識的女子，性情各異，她們以其獨特個性贏得柳永的青睞，於是
為她們填詞。上述的樣貌、身材都是外在的軀殼；而個性是女性的內涵，只有
通過年月的觀察才能瞭解。愛美是女子的「天性」
，古語有云：
「女為悅己者容。」
要在眾人中脫穎而出就要爭妍鬥麗，故女子都略施粉黛。如〈兩同心〉中：「嫩
臉修蛾」、「淡勻輕掃」以及〈尉遲杯〉中的「施朱描翠」等。為了讓男子一見
鍾情，女子可說是使出渾身解數。
柳永除了著重外貌的描寫，也鋪墊了女子的氣質。他筆下的女子有的是溫文爾
雅，見〈少年遊〉其四：「心性溫柔，品流閒雅，不稱在風塵。」〈少年遊〉其
五：
「文談閒雅，歌喉清麗，擧措好精神。」有的是聰穎脫俗，如〈八六子〉
：
「為
妙年，俊格聰明，淩厲多方憐愛。」〈小鎮西〉：「意中有個人，芳顏二八。天然
俏、自來奸黠。最奇絕。」不只是外在的美艷，內在的端莊文雅更顯出女子的
韻味。溫柔聰穎的女性修養得宜，一舉一動都散發著賢慧的氣息。
柳永以親身的經驗融入到詞作裡，他尋花問柳，描寫的對象都是青樓女子，但
他並不是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她們，而是在一種平等的關係裡，慢慢觀察他的紅
顏知己身上流露的淡雅、綽約脫俗的氣質，描摹出主流以外的另類女性美。

第三章 宋代女性的文化蘊涵
男性詞人對女性形象的書寫角度可分為兩種，一是男詞人為女性發聲，即
「男子作閨音」；二是男詞人對女性的態度。柳永視妓女為他的朋友，是一種平
等的關係，他通過為妓女填詞，繼而成為知己。19如〈惜春郎〉一詞就道出與伊
19

在柳詞當中，柳永常以「人人」來稱呼所暱愛之人，反映出他跟妓女的關係是對等的，而不
是一尊一卑或者是恩客與妓女的交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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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逢恨晚之情。
玉肌瓊豔新妝飾。好壯觀歌席。潘妃寶釧，阿嬌金屋，應也消得。
屬和新詞多俊格。敢共我勍敵。恨少年、枉費疏狂，不早與伊相識。
其中「屬和新詞多俊格。敢共我勍敵」暗示了伊人文才之高，不遜柳永。
由此看來，宋代女性的文化水準不低。便是風塵女子，亦能稍動筆墨。《醉翁談
錄》丁集卷一中記載「其中諸妓女，多能文詞，善吐談，亦評品人物，應對有
度。」「絲竹管弦，艷歌妙舞，鹹精其能」。20現就歌舞、文才逐一舉例說明。
第一節 歌舞
柳永在詠妓詞中對女性輕歌漫舞有細膩的描寫，將歌妓刻畫得如飛燕如玉
環，漫妙歌舞，令人目不暇給。如下列四闕詞：
〈柳腰輕〉
英英妙舞腰肢軟。章台柳、昭陽燕。錦衣冠蓋，綺堂筵會，是處千金爭
選。顧香砌、絲管初調，倚輕風、佩環微顫。 乍入霓裳促徧。逞盈盈、
漸催檀板。慢垂霞袖，急趨蓮步，進退奇容千變。算何止、傾國傾城，
暫回眸、萬人腸斷。
〈木蘭花〉其一
心娘自小能歌舞。舉意動容皆濟楚。解教天上念奴羞，不怕掌中飛燕妒。
玲瓏繡扇花藏語。宛轉香裀雲襯步。王孫若擬贈千金，只在畫樓東畔
住。
〈木蘭花〉其四
酥娘一搦腰肢裊。回雪縈塵皆盡妙。幾多狎客看無厭，一輩舞童功不到。
星眸顧拍精神峭。羅袖迎風身段小。而今長大懶婆娑，只要千金酬一
笑。
〈浪淘沙令〉
有箇人人。飛燕精神。急鏘環佩上華裀。促拍盡隨紅袖舉。風柳腰身。
簌簌輕裙。妙盡尖新。曲終獨立斂香塵。應是西施嬌困也，眉黛雙顰。
〈柳腰輕〉一詞以「章臺柳、昭陽燕」喻英英的舞蹈水準，「章臺柳」出
自宋方千里的《漁家傲》：「看舞後。腰肢宛勝章台柳。」「昭陽燕」指趙飛燕，

20

羅燁：《醉翁談錄》（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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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輕如燕，後人謂「飛燕能作掌上舞」。「霓裳促徧」指霓裳羽衣曲，為楊玉
環最擅長之舞曲。柳永善用比喻，刻畫英英的精湛舞技，堪比飛燕玉環，也同
時回應開首的「妙舞腰肢軟」。尾句的「傾國傾城，暫回眸、萬人腸斷」更是點
睛之筆，道出了有多少男子拜倒在英英裙下，襯托她的舞姿優美動人。
〈木蘭花〉以心娘從小能跳舞的天賦開始，為下文作鋪墊。
「念奴」21和「飛
燕」皆是襯托心娘的歌藝舞藝。隨後描寫心娘的舞姿盈步婀娜。最後一句是寫
心娘的個性，王孫千金難買笑。另外一首〈木蘭花〉寫酥娘，同心娘一樣，酥
娘也是舞蹈高手。無論是扭腰、迴轉都難不倒她，風姿依然。儘管她年紀不小，
可是年輕一輩的舞妓也望塵莫及。狎客依舊千金買笑。
〈浪淘沙令〉集中寫「人人」22的舞藝，柳永也是以趙飛燕來喻伊人的高
超舞技。紅袖飄飄，裙擺簌簌，如風中柳枝。最後更以西施的美貌喻舞者的容
貌。柳永善用古代美女作比喻，去比擬當時的女性。
除了以古代女性來比喻之外，柳永也喜歡用不同的比喻去塑造鮮明的女性
形象。如〈拋毯樂〉中：「舞婆娑，歌婉轉，彷彿鶑嬌燕姹」。「婆娑」、「婉轉」
實寫美人的聲色，在以鶑和燕去比喻她的歌舞，是虛寫。又〈合歡帶〉中：「妍
歌艷舞，鶑慚巧舌，柳妒纖腰」。「妍歌艷舞」指美好的歌舞，是實寫；「鶑慚巧
舌」則以鶑的歌聲作喻體，同樣用了虛實並用的寫法。而〈少年遊〉其六中：
「舞
裀歌扇花光裡，翻回雪、駐行雲。」柳永用舞女用的舞蓆，手握的扇，借代舞
妓。「雲」和「雪」皆是形容女子的漫妙歌舞，動詞「翻」和「駐」精確的描述
雲雪的動態。從上面所述，柳永刻畫女子的動作時用詞精準，足以表現女子的
動人風姿。

21

念奴是唐朝天寶年間的歌妓，善於歌唱。
元稹《連昌宮詞》就提到念奴：
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
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
春嬌滿眼睡紅綃，掠削雲鬟鏇裝束。
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
下注曰：
「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每歲樓下酺宴，累日之後，萬眾喧隘，嚴安之、韋黃裳輩
辟易不能禁，眾樂為之罷奏。玄宗遣高力士大呼於樓上曰：
『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
逐，看人能聽否？』未嘗不悄然奉詔。」
見【唐】元稹撰，唐鴻英編：
《元稹集》
（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年）
，頁 270-274。
22
人人：對所愛女子之暱稱。《詩詞曲語辭匯釋》卷六：「人人，對於所暱者之稱，多指彼美而
言。」見【宋】柳永著，薛瑞生校註：《樂章集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頁 43-44。
樂章集中凡七見，舉例如：
「那人人，昨夜分明，許伊偕老。」
〈兩同心〉
「綺羅叢裡，有人人、那回飲散，略曾諧鴛侶」〈女冠子〉
「羅綺叢中，笙歌筵上，有箇人人可意。」〈長壽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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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才
〈鳳銜杯〉
有美瑤卿能染翰。千里寄、小詩長簡。想初襞苔箋，旋揮翠管紅窗畔。
漸玉箸、銀鉤滿。
錦囊收，犀軸卷。常珍重、小齋吟玩。更寶若珠璣，置之懷袖時時看。
似頻見、千嬌面。
〈鳳銜杯〉一詞寫瑤卿的才情，一開首就說她能染翰，即能寫字作詩。上
片寫柳永收到她的書信，想像她揮筆的情景：在窗旁寫信，而且寫得很工整。
下片寫柳永對她來信的珍惜，也回想起相處之時，把信收在袖子裡，不時翻看，
見信如見人。瑤卿有一定的文化水準才能寫信，起碼可以遣詞造句，而且書法
也不錯。
此外，在〈兩同心〉其一：「最愛學、宮體梳妝，偏能作、文人談笑。」
這首詞說明瞭伊人能寫作，能融入到文人談論之中。再看〈少年遊〉其五：「長
憶箇人人。文談閒雅，歌喉清麗，舉措好精神。」從短短兩句中，我們已經得
知伊人知書識禮，能品評文句，亦能高歌一曲。
從上述的歌舞、文才的敘述中，每個在柳詞中出現的女性，都具有獨有的
魅力。無論是歌聲、舞蹈、文才都屬於藝術形式，女性可從中表達自己內在情
感。柳永則透過她們的表演，與自身的才情融合，寫出一首首動人的詞作。

第四章 女性聲音與宋代社會文化
他那把湯勺還在，只是已鏽跡斑斑，木柄也發霉，不能用了。不過能回到
廚房，他就像一顆齒輪又穩穩當當地回到屬於他的那座大機器，只要他這顆齒
輪還在動，機器還在運轉，日子一定會繼續安安穩穩向前推進。
所謂「詩言志、詞言情」。宋詞初期以抒情為主，有不少詞作描寫男女之
情，其中可分為「艷情」和「苦情」兩大類。大致來說，北宋初，以艷情詞為
主流，其原因除了城市經濟發達，士大夫生活方式和唐五代「花間」詞風的影
響外，道教的享樂意識與艷情詞也有關聯。23而宇野直人認為柳永詞中以艷情為
焦點的作品，頗受宋代都市講唱文學影響。24綜合來說，宋代的都市文化形成、
23

史雙元：《宋詞與佛道思想》（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2 年），頁 60。
宇野直人著，張海鷗、羊昭紅譯：
《柳永論稿——詞的源流與創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頁 123-14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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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之間交往影響了宋詞的題材內容。
據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記載，汴京當時已有夜市，更有瓦舍供大眾聚
集享樂。25其中，
「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26，加上《醉翁
談錄》丙集卷二提到：「耆卿居京華，暇日遍遊妓館。所至，妓者愛其有詞名，
能移宮換羽；一經品題，聲價十倍。」27柳永就是在這種環境下倚聲填詞。故他
所接觸的女性多是平民婦女，能從詞作裡反映出現實女子的生活狀況。
第一節 女性的定位
〈少年遊〉其四
世間尤物意中人。輕細好腰身。香幃睡起，發妝酒釅，紅臉杏花春。
嬌多愛把齊紈扇，和笑掩朱脣。心性溫柔，品流閒雅，不稱在風塵。
此闕詞寫風塵女子身材窈窕、面貌姣好，姿態嬌媚又溫柔，品格雅靜。最
後一句該是柳永的嘆息，覺得她不該在煙花之地。這也反映了當時女子的被動
和無奈，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
從現代女性書寫的角度來看，柳永的書寫對象大多是青樓女子，從他的詞
作中能看到他對待妓女的態度。他在創作的過程中，是「觀看」者；妓女是「被
觀看」的對象。男性視角下的女性，實際上是他們情感的投射。柳永有權利去
寫、去選取不同的細節去寫，而他筆下的女性就顯得被動。這個情況可以用西
蘇（Hélène Cixous）的學說去解釋。28在權利等級（hierarchy）當中，男性掌握
了主動的權利，女性則處於被動的狀態。而柏格（John Berger）則認為西方女性
畫作中，主角並不是畫中人，而是在畫作前方的觀看者。觀看者被設定為男性，
畫中人的存在和一舉一動都是為他而做。29上述的「觀看女人」的舉動可以用「凝
視」來分析。凝視（gaze）不只是單純的觀看或者是看見，而是含有權利關係的。
30凝視的權利關係可以由男性的目光投射在女性上體現出來，男性把他的期待和
25

【宋】孟元老撰，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注》
（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頁 132。
【宋】孟元老：
〈東京夢華錄序〉
，孟元老撰，鄧之誠注：
《東京夢華錄注》
（北京：中華書局，
1982 年）
，頁 4。
27
羅燁：《醉翁談錄》（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年），頁 32。
28
西蘇曾經在她的論文〈突圍〉
（Sorties）提出二元對立的討論，她舉了以下的概念：主動/被
動、太陽/月亮、文化/自然、日/夜等等。這些二元對立都隱含著等級的概念。西蘇認為這些對
立都是源自於男/女這個對立，男性是主動的、光亮的；而女性是被動的、黑暗的。她指出男性
的特權可以透過主動/被動這組對立顯示出來。Hélène Cixous and Catherine Clement,
“Sorties,” in The Newly Born Woman, Betsy Wong,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pp.63-132.
29
見《觀看的方式》一文，John Berger, Ways of Seeing, London: British Broadcasting
Association and Penguin, 1972, pp. 54.
30
凝視（gaze）本是由雅各‧拉岡（Jacques Lacan）所提出的精神分析學的用詞，用來分析佛
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理論。他把「凝視」定義為「我在他者的場域所想像出來的凝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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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fantasy）31投射在女性身上，女性樣貌的姣好、身材的豐腴、行為舉止的
禮儀，都以滿足男性的需求為目標。男性的理想對象往往包含著外貌與內涵，
一言以蔽之，就是三從四德中的四德。婦德、婦言、婦容、婦工，德居首位固
然是檢定女性價值的首要條件。工則包括竹絲管弦、女紅文墨、歌舞技藝。32從
本文第二、三章所提及的女性形象，可見女性為了「討好」男性才去唱歌去跳
舞。簡單來說，男性觀看，女性被觀看，然後男性從中得到快感。同樣地，歌
妓舞妓都是為了滿足男性的慾望而存在的，甚至是當時的女性，都是為了男性
傳宗接代，要是不能生子的話，就有可能被休。33
在父權社會中，女性一直處於「他者」的位置上，無法表達自己。可是，
柳永筆下的歌妓舞妓有個人的一面，可以從中聽到女性的聲音。如〈迷仙引〉：
「萬裡丹霄，何妨攜手同歸去。永棄卻、煙花伴侶。免教人見妾，朝雲暮雨。」
詞中的嘆息表現出青樓女子希望離開煙花之地並找到一個歸宿的決心。葉嘉瑩
以為：「柳永寫的俗詞，敢於用新鮮的詞句，寫出大膽露骨的真切的生活中的婦
女的感情。」34這種有意識的自主可以看成女性的解放和覺醒。她們先前面對數
不盡的露水情緣，但渴望終有一日能與意中人廝守一生。此詞也能看出柳永對
妓女的同情之心，他並沒有蔑視在社會底層的青樓女子，相反他運用他的筆墨，
為她們發聲。

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Vintage, 1998, pp.84. 傅柯（Michel Foucalt）在拉岡的基礎上再進一步說明「凝
視」是權利施展的呈現。他舉出監獄裡的警衛及犯人和醫院裡的醫生及病人為例子。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pp. 195-230.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Trans. A.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p.39. 見賴俊雄：〈全球化下的生存美學〉
，收入《傅柯與文學》
，（臺北：書林出版有限
公司，2008）
，頁 1-34。後來，蘿拉．莫薇（Laura Mulvey）在〈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把佛洛伊德和拉岡的理論應用在電影分析上，再結合女性主
義，得出三位一體的理論，其中一個重要的觀念，就是「男性凝視」
（male gaze）
。
31
莫微認為當今社會的兩性關係是不平等的，人們觀看的快感可以分為兩部分，男性的主動與
女性的被動。男性將自己固有的幻想投射在女性身上。原文摘錄如下：In a world ordered by
sexual imbalance, pleasure in looking has been split between active/male and passive/
female. The determining male gaze projects its phantasy on to the female figure which
is styled accordingly. Laura Mulvey,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Durham
MG, Kellner D, 1943.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Rev. ed. Malden, MA: Blackwell,
2006, pp. 342-352.
32
舒紅霞以為：
「封建的男權中心社會所提倡的女性『書畫琴棋』等才藝，不是為了增加女性自
身生存的價值，而是增加了女性服務於男性的功能與價值，其立足點完全是從男性的需要出發，
而將女性置於被觀賞與被奴役的客體地位。」見舒紅霞著：
《女性審美文化——宋代女性文學研
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221。
33
當妻子犯了《七出之條》後，法律允許丈夫休妻。
《七出之條》分別是不順父母、無子、淫、
妒、有惡疾、多言、竊盜。見《唐律疏議‧戶婚律》「妻無七出而出之」條（總 189 條）
。
34
葉嘉瑩著：《柳永，周邦彥》（臺北：大安出版社，1988 年）
，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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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傳統女性的定位
上一節提到，古代女性須遵循三從四德。實際上，儒道兩家的學說規定了
女性的社會定位。如《禮記•內則》：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
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
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35
女子只能待在家中，由老師教導，學女紅、學祭祀。到了適婚年齡才能嫁娶。
而古人是一夫多妻制，由男家送聘禮，經過明媒正娶的才是正室，相反，不經
正規禮儀娶的就是妾。至於嫁到夫家後，就要跟夫家的人和睦相處，打點家內
之事。36而孔孟所強調的「人倫」，更加確定了女性在父權社會下的角色。夫妻
關係，以男性為中心點，夫為妻綱；夫是天妻是地；夫是乾妻是坤；夫是陽妻
是陰等等概念都是女子附屬於男子的。
男尊女卑之說由來已久，但在宋代開始對婦女的限制就更多。重文輕武的
政策慢慢孕育出以儒家為本的理學思想。北宋後期的二程、南宋的朱熹的學說
指出女性必須順從男性，甚至對於婦女守貞節的要求更嚴格。37
在柳永的時代，也許社會上還保留了一點點唐朝的開放觀念。可是，柳永
描寫的對象並不是大家閨秀，而是風塵女子，當時的士大夫又會怎麼看待他呢？
說他「俗」、說他寫的是「淫冶謳歌之曲」。正正是柳永寫出了市民大眾的心底
話，不受禮教和傳統道德束縛的態度，就得到了這種罵名。跟柳永同時期的詞
人也寫關於歌妓的作品，大部分是借用美人來寫自己，作香草美人之喻，卻只
有柳永寫出了她們真實的一面。在社會底層的女性，她們的不幸與痛苦，只能
通過柳永的筆墨展現出來。

35

《禮記正義》
，〈內則〉。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武英殿十三經注疏》本。
《禮記正義》
，
〈昏義〉
：
「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
以審守委積蓋藏。」（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
《武英殿十三經注疏》本。
37
《周易程氏傳》
：「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
於人者也。」
【宋】程頤《六安塗氏求我齋所刊書》本。《二程遺書》卷二十二下：
「問：孀婦於
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
孤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宋】朱子《欽定四庫全書》本。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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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語
第一節 柳永歌妓形象的淵源與影響
傳統詩歌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言志；二是抒情。古有「詩言志」之說，
還有「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在詩學傳統論述中普遍認為詩是高雅的文體，它是
詩人思想的載體，也有教化作用。相反，詞卻被認為是比較低俗的文體，「詞本
艷科」「詩莊詞媚」，從一開始，詞是「曲子詞」，詞人倚聲填詞，歌女頌唱。以
詞作艷語，寫艷情詞，是由敦煌曲子詞開始，到了五代《花間詞》至宋初，詞
還是以女性為題，作品大多婉約抒情。葉嘉瑩以為：
「詞以敘寫美女及愛情為主，
遂形成了一種婉約纖柔的女性化的品質。中國文學中本來就有一種以美女及愛
情為託喻的悠久傳統。」38因此，柳永繼承了詞的傳統，並同時開拓詞的疆界。
中國自古以來，是以男性為主體，強調男性父權的社會。在歷史上、文學
上都甚少有女性的痕跡。身為男兒，理應報效朝廷。可是，柳永卻不受重用，
鬱鬱不得志。39柳永只好奉旨填詞，並全力投入到詞人的行列。於是他終日流連
在歌樓妓館，並以底層市民的生活作為作品的主題。他的筆下，多描繪不幸的
女性，她們在柳詞中一直呈現的是弱勢的一方。他與青樓女子惺惺相惜，遂為
她們填詞。於是，柳永的才學就有發揮之處，造就了雙贏的局面。尤其詞有別
於詩言志之用，較能直接傳達詞人的思想情感。柳永在創作時以男性身份寫女
性，或為女性代言，有別於同期詞人所抒發的情感。40他以一個觀看者在旁觀察
女性，而用一種同情弱勢女性的態度去寫作，再交由她們演唱，唱出她們的心
聲。柳詞中的女性形象展現出的獨特的個性，各具特色，而不是一概而論的濫
調。這種獨特性有賴於柳永平常狎遊的觀察，再加上真摯的感情和投入，成為
當時詞壇中另樹一格的代表。
第二節 柳詞中女性形象描寫的價值與意義
本文嘗試從柳詞中選取有關女性的描寫，並結合現代女性主義理論去分析

38

葉嘉瑩著：《中國詞學的現代觀》
（長沙：嶽麓書社，1992 年），頁 5。
柳永被宋仁宗斥退的原因在於行為放蕩，愛寫俚俗狎褻的詞，流傳四方，聲名狼藉。吳曾《能
改齋漫錄》說：
「仁宗留意儒雅，務本理道，深斥浮艷虛薄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為淫冶謳歌
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沖天》詞云：
『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特落之曰：
『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1034 年）方及第。後改名永，方的磨勘轉官。」
（卷
十六）見羅忼烈著：《話柳永》（香港：星島敎育出版社，1988 年）
，頁 16-17。
40
葉嘉瑩以為：那些已經得到科第祿位的士大夫們，既可以在自己家中畜養著大批家妓，更可
以在與朋僚歡宴之際，隨意呼召一些侍奉貴仕的高級歌兒舞女來助興侑酒，然後飲酣命筆，偶
寫歌詞，付之吟唱，自以為是一種風流雅事。而柳永則是未得一第之前，以一個微賤的少年，
就已經先以喜愛譜寫樂工歌伎的俗曲並與樂工歌伎往來而名噪一時。這種情況，當然也與那些
士大夫們的情況有所不同。見葉嘉瑩、繆鉞合撰：《靈谿詞說》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43。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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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女性的定位。柳詞中有不少是吟詠佳人或與歌妓相關的作品，當中描寫的
題材，描寫的方法，對了解《樂章集》及柳永本人有很大的幫助。例如在詠妓
詞中，柳永為妓女代言，寫出她們的心聲。而這些感受亦會影響詞作的內容。
至於柳永之「俚俗」更能真實呈現出底層女性的生活，他不同於同期的詞
人，用詩化的語言去填詞。他勇於表達真正的情感，用平白的描寫，而不是經
過美化修飾的文字。柳永中的女性形象展現出獨有的韻味，貼近生活，是活生
生的形象。柳永在詞壇裡獨闢蹊徑，還原了一個真實情感的世界，讓受眾感受
到女性的笑與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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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柳永年譜簡編
宋太宗
雍熙四年

987 年

1歲

柳永出生於濟州任城縣。

景德元年

1004 年

18 歲

約於此年成婚。

景德二年

1005 年

19 歲

此年當應舉未中。

景德四年

1007 年

21 歲

此年第二次應舉未中。

大中祥符四五年

1011 年——
1012 年

24 歲至 25 歲 前妻卒於此兩年間。

景祐元年

1034 年

48 歲

中此年張唐卿榜進士授睦州
團練推官。

景祐三年

1036 年

50 歲

在餘杭縣令任。

景祐四年

1037 年

51 歲

在泗州判官任。

寶元元年

1038 年

52 歲

此年正月改為著作郎授西京
陵臺令。

慶曆元年

1041 年

55 歲

改太常博士在京差遣。

慶曆三年

1043 年

57 歲

在益州或其附近州在官。

慶曆四年

1044 年

58 歲

在荊州南路或道州任。

慶曆六年

1046 年

60 歲

在華州任。

慶曆七年

1047 年

61 歲

在華州任春移任蘇州。

皇祐二年

1050 年

64 歲

此年春移任杭州。

皇祐五年

1053 年

67 歲

是年四五月乃至七八月杭州
任滿移任何處無考。

嘉祐元年

1056 年

70 歲

此年致仕或移任汴京。

嘉祐二年

1057 年

71 歲

在汴京閒居或在汴京任職。

嘉祐三年

1058 年

72 歲

在汴京致仕在前年或此年卒
當在此年之後。

真宗

仁宗

（參薛瑞生著：
《柳永別傳——柳永生平事蹟新證》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
頁 339-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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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考察範圍與吟詠佳人或歌妓相關的 103 首詞41
玉女搖仙佩·飛瓊伴侶（詠佳人）
雪梅香·景蕭索（羈旅——思念佳人）
尾犯·夜雨滴空階（羈旅——思念佳人）
鬭百花其二·煦色韶光明媚（離恨）
鬭百花其三·滿搦宮腰纖細（戀妓）
甘草子·秋暮（離恨）
甘草子其二·秋盡（離恨）
晝夜樂·洞房記得初相遇（離恨）
晝夜樂其二·秀香家往桃花徑（戀妓）

1.
2.
3.
4.
5.
6.
7.
8.
9.

10. 柳腰輕·英英妙舞腰肢軟（詠妓）
11. 西江月·鳳額繡簾高卷（離恨）
12. 大石樂傾杯樂·禁漏花深（離恨）
13.
14.
15.
16.
17.
18.
19.

曲玉管·隴首雲飛（羈旅——思念佳人）
滿朝歡·花隔銅壺（戀妓）
夢還京·夜來恖悤飲散（思念佳人）
鳳銜杯·有美瑤卿能染翰（思念佳人）
鳳銜杯其二·追悔當初孤深願（思念佳人）
鶴沖天·閒窗漏水（離恨）
兩同心·嫩臉修蛾（戀妓）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兩同心其二·竚立東風（戀妓）
女冠子·斷雲殘雨（思念佳人）
金蕉葉·厭厭夜飲平陽第（戀妓）
惜春郎·玉肌瓊艷新妝飾（戀妓）
定風波·竚立長隄（羈旅——思念佳人）
尉遲杯·寵佳麗（戀妓）
慢卷紬·閒窗燭暗（思念佳人）
征部樂·雅歡幽會（思念佳人）
佳人醉·暮景蕭蕭雨霽（思念佳人）
迷仙引·纔過笄年（詠妓）

30.
31.
32.
33.
34.

禦街行聖壽其二·前時小飲春庭院（戀妓）
秋夜月·當初聚散（戀妓）
婆羅門令·昨宵裡恁和衣睡（思念佳人）
小石調法曲獻仙音·追想秦樓心事（思念佳人）
西平樂·盡日憑高日（思念佳人）

41

杜若鴻：《柳永及其詞之論衡》（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
，頁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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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鳳棲梧·簾下清歌簾外宴（戀妓）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鳳棲梧其二·竚倚危樓風細細（離恨）
鳳棲梧其三·蜀錦地衣絲步障（戀妓）
法曲第二·青翼傳情（離恨）
秋蕊香引·留不得（悼念佳人）
鵲橋仙·屆征途（羈旅——思念佳人）
浪淘沙·夢覺透窗風一綫（羈旅——思念佳人）
浪淘沙令·有箇人人（詠妓）
荔枝香·甚處尋芳賞翠（詠妓）
二郎神·炎光謝（戀妓）
錦堂春·墜髻慵梳（離恨）

46. 定風波·自春來慘綠愁紅（離恨）
47. 迎春樂·近來憔悴人驚怪（思念佳人）
48. 隔簾聽·咫尺鳳衾鴛帳（詠妓）
49.
50.
51.
52.
53.
54.
55.

集賢賓·小樓深巷狂遊遍（戀妓）
殢人嬌·當日相逢（離恨）
合歡帶·身材兒早是妖嬈（詠妓）
少年遊其三·層波瀲灧遠山橫（戀妓）
少年遊其四·世間尤物意中人（詠妓）
少年遊其五·淡黃衫子鬱金裙（戀妓）
少年遊其六·鈴齋無訟宴遊頻（詠妓）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少年遊其七·簾垂深院冷蕭蕭（離恨）
少年遊其八·一生贏得是淒涼（離恨）
少年遊其九·日高花謝嬾梳頭（離恨）
少年遊其十·佳人巧笑值千金（戀妓）
長相思·畫鼓喧街（戀妓）
木蘭花·心娘自小能歌舞（詠妓）
木蘭花其二·佳娘捧板花鈿簇（詠妓）
木蘭花其三·蟲娘舉措皆溫潤（詠妓）
木蘭花其四·酥娘一搦腰肢裊（詠妓）
駐馬聽·鳳枕鸞帷（戀妓）

66.
67.
68.
69.
70.
71.
72.

訴衷情·一聲畫角日西曛（離恨）
引駕行·虹收殘雨（離恨）
望遠行·繡幃睡起（離恨）
洞仙歌·佳景留心慣（戀妓）
離別難·花謝水流倏忽（悼妓）
擊梧桐·香靨深深（離恨）
菊花新·欲掩香幃論繾綣（戀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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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過澗歇近·酒醒（離恨）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平調望漢月·明月明月明月（思念佳人）
燕歸梁·織錦裁編寫意深（思念佳人）
八六子·如花貌（戀妓）
長壽樂·尤紅殢翠（戀妓）
玉蝴蝶其三·是處小街斜巷（詠妓）
玉蝴蝶其四·誤入平康小巷（戀妓）
滿江紅其二·訪雨尋雲（戀妓）
臨江仙·夢覺小庭院（離恨）
小鎮西·意中有箇人（思念佳人）
促拍滿路花·香靨融春雪（詠妓）

84. 紅窗聽·如削肌膚紅玉瑩（戀妓）
85. 減字木蘭花·花心柳眼（離恨）
86. 木蘭花令·有箇人人真攀羨（思念佳人）
87.
88.
89.
90.
91.
92.
93.

西施其二·柳街燈市好花多（戀妓）
河傳·翠深紅淺（詠妓）
瑞鷓鴣·寶髻瑤簪（詠妓）
憶帝京·薄衾小枕涼天氣（離恨）
洞仙歌·嘉景（戀妓）
安公子·遠岸收殘雨（離恨）
歇指調祭天神·憶繡衾相向輕輕語（離恨）

94. 平調瑞鷓鴣·吹破殘煙入夜風（離恨）
95. 中呂調歸去來·一夜狂風雨（離恨）
96. 中呂宮梁州令·夢覺紗窗曉（離恨）
97. 中呂調燕歸梁·輕躡羅鞋掩絳綃（戀妓）
98. 越調清平樂繁華錦爛（離恨）
99. 瓜茉莉秋夜·每到秋來（離恨）
100. 女冠子夏景·火雲初布（離恨）
101. 十二時秋夜·晚晴初（離恨）
102. 西江月·調笑師師最慣（詠妓）
103. 鳳凰閣·匆匆相見（離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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