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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城飛將 ” 與古詩中地名

楊 明
【摘 要】唐代詩人王昌齡名作《出塞》中“龍城飛將”之語，
應理解爲横行萬里、轉戰絶域的大將，不應理解爲專指漢代的“飛
將軍”李廣。“飛將”“龍城”都是泛指。 將原本專指邊塞某地的
名稱虚泛化，作爲一種詞藻使用，是南朝以來詩文創作裏的常見
現象。不僅涉及邊塞的作品，一般詩作中也可以見到類似情況，
詩人們以泛用地名的手段，表達感受，營造氣氛，而不顧地名的實
際所指。
【關鍵詞】王昌齡 龍城飛將 閻若璩 邊塞詩 地名 明
七子

王昌齡的《出塞》絶句（也有題作《塞上行》、《從軍行 》等名稱的 ），是
今古傳誦的名篇。其第三句 “但使龍城飛將在 ”，“龍城 ”二字，唐宋時代
的一些詩歌選本都無異文，只有題王安石編的 《唐百家詩選 》作 “盧城 ”。
清代學者閻若璩在他的 《潛邱劄記 》裏主張應作 “盧城 ”。他的理由是：
“飛將”指漢代名將李廣。李廣任右北平太守，匈奴不敢入寇，稱之爲飛
將軍。而龍城是匈奴舉行大會祭祖先天地鬼神之處，離右北平很遥遠，李
廣打仗也未曾到過那裏 ，因此 “龍城飛將 ”説不通 。閻氏説 ，漢代右北
平之地 ，唐代置北平郡 ，其治所叫盧龍縣 ，縣西北二百里處有盧龍塞 ，因
此應是盧城 。其説爲今日許多注家所承襲 ，一些唐詩選本都採取他的
見解 。
但這種説法其實是有問題的。唐之北平郡，其地雖與西漢右北平鄰
近，但並不能與之相當；而唐之盧龍縣根本不在西漢右北平境内；所謂盧龍

·２８０· 中國文學裏的他者（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三輯）

塞，也只與右北平擦著一點兒邊———它位於右北平的南界 。因此，以盧龍
代指右北平，從歷史地理的角度看，難以説得通。而且詩人以古地名指代
今地者多矣，以今地名稱古地者似乎極少見。這都姑且不論，只説一條：能
用“盧城”這個生造的名字去代替“盧龍”嗎？《四庫》館臣駁斥閻氏道：“唐
三百年更無一人稱盧龍爲盧城者，何獨昌齡杜撰地名？” 這個反駁是有力
的。有的學者或許有鑑於此，於是又説原詩“龍城”不誤，而“龍城”乃盧龍
的省稱。那麽我們也可以反問一句：唐三百年有稱盧龍爲龍城的嗎？
還有學者認爲這裏的“龍城”是借用十六國時期前燕所築龍城的舊名。
該龍城之地原屬柳城縣，在今遼寧朝陽，慕容皝築城後更名龍城，隋唐時復
舊名，爲營州治所。其地亦屬邊陲，唐時也是與少數族争戰之地。然而其
城乃李廣身後四五百年方纔修築命名，且其地西漢時雖與右北平相距較
近，但從未隸屬於右北平。詩人怎麽會想起用其名稱來指代李廣的右北平
呢？也很難令人首肯。
飛將軍的典故出自 《史記》、《漢書》的 《李廣傳》，“龍城”也見於 《史》
《漢》，（據歷史地理專家研究，該地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國鄂爾渾河西側的和
碩柴達木湖附近 。）西漢大將衛青曾直搗該地。富壽蓀先生因此説：“唐人
邊塞詩中所用地名，有但取字面瑰奇雄麗而不甚考地理方位者。……此處
‘龍城飛將’，乃合用衛青、李廣事，指揚威敵境之名將，更不得拘泥地理方
位。……閻氏之説，似是而非，不可從。”
此説值得重視，下面即加以引申論述。
首先，“飛將”一語，自南朝以來詩文中就已是泛指名將，而並非專指李
廣了。試舉梁和唐代的例子。
劉孝綽《求豫北伐啟》：“或以臣素無飛將之目，未從嫖姚之伍。言易行
①

②

③

④

盧龍塞之名首見于《三國志·魏志·武帝紀》，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烏丸，“引軍出盧龍塞，塞
外道絶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平岡即西漢右北平
治所，遠在盧龍塞之北。《水經·濡水》注云：“平罡（即平岡）在盧龍東北遠矣。”東晉庾闡《揚
都賦注》言盧龍山在平罡城北，酈道元批評其“遠失事實”。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５ 年版，第 １６９４ 頁上。
②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版，第 ５０ 頁。參考譚其驤主
③ 見《辭海·地理分册·歷史地理》，
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２ 册東漢“鮮卑等部”。
見其《唐詩别裁集》校語。沈德潛選注，富壽蓀校點：《唐詩别裁集》，上海：上海古
④ 富先生此語，
籍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６５１—６５２ 頁。後出之富壽蓀、劉拜山合撰《千首唐人絶句》仍持此見。
又金性堯《唐詩三百首新注》、馬茂元《唐詩選》所見皆同。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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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收功理絶。” 劉孝綽請求參與北伐之役，但他是個文人，因此有人反對，
説從來没有人視他爲將才的。這裏“飛將”只是泛指軍將而已。
劉孝標《出塞 》：“薊門秋氣清，飛將出長城。絶漠衝風急，交河夜月
明。” “飛將”只是將軍的美稱而已。這是一首樂府詩，並不指説某一場具
體的戰争。“薊門”、“長城”、“交河”也只是代指邊境和絶域，並不是説由
今天北京附近的薊門出關開拔到遠在西域的交河去。
杜甫《秦州雜詩》二十首之十九：“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 安史之
亂方熾，吐蕃亦不時騷擾，因此杜甫企盼朝廷委任良將以安天下。“飛將”
只是借李廣典故指稱良將 。“築壇”用的是劉邦設壇場拜韓信爲大將的故
事，這裏也只是表示任命大將之意。
常建《吊王將軍墓》：“嫖姚北伐時，深入强千里。戰餘落日黄，軍敗鼓
聲死。嘗聞漢飛將，可奪單于壘。今與山鬼鄰，殘兵哭遼水。” 詩人憑吊的
是王將軍 ，所謂 “漢飛將 ”也只是借指，軍敗而死云云當然與李廣事蹟
無關。
劉禹錫《平蔡州》之一：“蔡州城中衆心死，妖星夜落照壕水。漢家飛將
下天來，馬箠一揮門洞開。” 這是一首寫實的作品，歌頌唐王朝平定蔡州軍
閥吳元濟。“漢家飛將”借指唐將李愬。
温庭筠《遐水謡》：“虜塵如霧昏亭障，隴首年年漢飛將。麟閣無名期未
歸，樓中思婦徒相望。” 這是樂府歌謡，“漢飛將”所指廣泛，指古往今來那
些轉戰戍守於邊塞絶域的將軍們。
舉這些例子，是想要説明，王昌齡《出塞》裏的“飛將”，只是泛指良將。
雖然典出李廣，但不必與李廣事蹟相連。那麽也就不必考究李廣是否到過
龍城，也就不必因李廣未到龍城而懷疑“龍城飛將”爲誤。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五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新 １ 版，第 １０７４ 頁。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１７５８ 頁。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０ 年版 １９７９ 年第 ２ 次印刷，第 ７ 册，第 ２４１９ 頁。
③ 《全唐詩》，
參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④ 杜甫可能是屬意於郭子儀，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次印刷，
第 １４６５ 頁。
第 ４ 册，第 １４６１ 頁。
⑤ 《全唐詩》，
死於平定契丹的戰役之中。參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
⑥ 王將軍可能是指王孝傑，
書局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８５—８７ 頁。
第 １１ 册，第 ４００４ 頁。
⑦ 《全唐詩》，
第 １７ 册，第 ６６９５ 頁。
⑧ 《全唐詩》，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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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考察一下“龍城”。
上面説過，在歷史上，北方邊遠之地唤做 “龍城”的有兩處：匈奴舉行
祭祀大會之處和前燕慕容氏所築之城。而在後世文人筆下，“龍城”常常只
是用典，泛指北方絶域，泛指與少數族發生對峙和戰鬥的地方，而不是專指
某處。也舉南朝和唐代的用例：
何遜《學古》：“十年事河外，雪鬢别關中。季月邊秋重，嚴野散寒蓬。
日隱龍城霧，塵起玉關風。” 描繪北方邊塞深秋景色。“日隱”二句，説濃
霧蔽日，風起塵飛。龍城與玉關，從實際的地望説，相去遼遠，但詩人將它
們捉置一處，寫出一派荒寒景象。它們只不過是代稱，指代邊陲而已，没有
必要拘泥於它們的實際所在。
劉孝綽《冬曉 》：“臨粧罷鉛黛，含淚剪綾紈。寄語龍城下，詎知書信
難。” 閨中思婦欲寄書與寒衣給征戍絶域的良人。“龍城”當然不是確指
匈奴大會之處。
蕭綱《賦得隴坻雁初飛》：“雖弭輪臺援，未解龍城圍。相思不得返，且
寄别書歸。” “雖弭”二句寫將士艱辛，此處戰鬥已告結束，别處卻依舊吃
緊。“龍城”、“輪臺”都只是泛指絶域戰場。
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作於北周武帝時。賦曰：“乃有六郡良
家，五陵豪選，新迴馬邑之兵，始罷龍城之戰。” 謂參加馬射活動的將士，
是剛從邊境戰場上回歸的。“馬邑 ”“龍城 ”並見於 《史 》、《漢 》之 《匈奴
傳》，都是漢與匈奴争戰之地，而兩地實相去遼遠。庾信時代仍有馬邑城，
仍在漢代馬邑故地（今山西朔州），屬於北齊。那裏確是一個征戰之地。但
“龍城”則只是用古典而已。
庾信《周上柱國齊王憲神道碑》：“公述職巡御，治兵朔方。馬邑星飛，
龍城月動。” 這是述北周武帝時宇文覺征討稽胡之役。當時宇文覺爲行軍
元帥，軍至馬邑，因此“馬邑星飛”可説是兼含古典、今典，説的是當時實際
地名，但“龍城月動”則是僅用古典，“龍城”是虚用。“馬邑”、“龍城”，從字
面上説，正是天然巧對，故詞人多喜並用。蕭綱《隴西行》“月暈抱龍城，星
①

②

③

④

⑤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 １６９４ 頁。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 １８４２ 頁。
第 １９５０ 頁。
③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１４ 頁。
④ 倪璠注，
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第 ７４１ 頁。
⑤ 倪璠注，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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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照馬邑” ，竇威《出塞曲》“潛軍度馬邑，揚旆掩龍城” ，均是其例。
盧思道《從軍行》：“朔方烽火照甘泉，長安飛將出祁連。……天涯一去
無窮已，薊門迢遞三千里。朝見馬嶺黄沙合，夕望龍城陣雲起。…… 白雪
初下天山外，浮雲直上五原間。…… 從軍行，從軍萬里出龍庭。……” 詩
中雜用“祁連”、“薊門”、“馬嶺”、“龍城”、“天山”、“五原”、“龍庭”諸多地
名，都在北方邊塞絶域，其實都是虚用典故，給人一種廣闊遼遠的感覺，我
們不必細究其所在的。其中祁連就是天山，龍城就是龍庭，詩人都可以不
顧，只取其行文協韻之便。而“龍城”與“馬嶺”也正是天然的對偶。
李義府《和邊城秋氣早》：“霜結龍城吹，水照龜林月。日色夏猶冷，霜
華春未歇。” “龜林”見於佛典，也被文士借指極遠之地，唐代羈縻州有龜
林都督府，在西域，隸安北都護府。李義府此詩“龜林”和“龍城”一樣，也只
是借指極遠處邊城而已，不必細究其地望。
王建《隴頭水》：“隴水何年隴頭别，不在山中亦嗚咽。征人塞耳馬不
行，未到隴頭聞水聲。謂是西流入蒲海，還聞北去繞龍城。” “隴頭流水，鳴
聲嗚咽”的隴頭，原來是指今甘肅、陝西交界的隴坻；而蒲海，即蒲昌海，遠
在西域；龍城則在匈奴腹地。三者相去極遠。這裏純是誇張，“龍城”、“蒲
海”都只不過表示極北、極西的遠方而已。（王建的構思，又取自蕭子暉的
《隴頭水》，見下文《顔氏家訓·文章》所引。）
綜上所述，王昌齡 《出塞》的 “飛將”是泛指名將、良將，“龍城”是泛指
絶域荒漠，那麽“龍城飛將”就是説横行萬里、轉戰絶域的大將而已。讀者
心中可以有李廣、衛青的影子，但不必也不能指實爲某一具體的人物，不必
糾纏於李廣與龍城之間的史實。
下面就古詩中的地名再作一些議論。
從上文所舉的例子可以看到，像 “龍城”那樣不應過於落實的地名，是
經常出現的。南北朝顔之推的《顔氏家訓·文章》篇曾説：“文章地理，必須
愜當。梁簡文《雁門太守行》乃云：‘鵝軍攻日逐，燕騎蕩康居。大宛歸善
①

②

③

④

⑤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 １９０５ 頁。
《全唐詩》，第 ２ 册，第 ４３３ 頁。
第 ２６３１ 頁。
③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第 ２ 册，第 ４６８ 頁。
④ 《全唐詩》，
第 ９ 册，第 ３３７５ 頁。
⑤ 《全唐詩》，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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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小月送降書。’ 蕭子暉 《隴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
徂黄龍，東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纇，美玉之瑕，宜慎之。” 顔之推要求詩
文創作中的地理名詞，應該符合實際的方位、距離，那是站在學者徵實的立
場上説的，其實詩人創作並不遵守此律令。
詩人這樣似乎是隨心所欲地運用地名，與對偶、押韻、用典等修辭手法
有關。這從上面所舉一些例子很容易説明。即以顔之推舉出的兩首而言，
“大宛”與“小月”，“黄龍”與“白馬”，都是巧對。日本國高僧空海大師編撰
的《文鏡秘府論》，是教人們寫作詩文的教科書，其中資料多取自中華書物。
該書《地卷· 九意》集録種種儷語，便有 “龍城馬倦，雁塞人疲 ”；“龍城風
少，馬邑寒多”；“龍城念子，馬邑思君”；“龍門泣淚，馬邑悲鳴”；“鳴弦雁
塞，佩劍龍門”；“盧龍惆悵，碣石呼嗟”；“三危怨少，九折悲多”；“燕風蕭
蕭，岱霧縱横”；“龍門日慘，兔苑風酸”之類。同書《北卷·帝德録》分類列
舉許多語彙典故，有如類書，其中“敘遠方歸向”分東西南北列舉地名用語，
如積石、流沙、紫塞、玄闕、龍庭、金微、瀚海、天山之類。凡此都不妨看作駢
體詩文寫作狀況的一種反映。詩人運用那些地名，經常不是實指某處，而
是作爲辭藻使用的。爲了修辭的需要，便顧不得“地理”之“愜當”了。
據我們的觀察，此類情況在南朝晚期頗爲普遍。究其原因，不外以下
兩端：一是那個時期正是駢偶詩文發達之時，那些地名，被他們當作辭藻、
當作對偶的成分而運用；二是那時的詩人們努力追求新變，努力擴大題材
範圍，邊塞之作便進入了不少作者的視野和筆端。這在梁陳詩歌中表現得
尤爲明顯。簡文太子蕭綱的《答張纘謝示集書》説起創作緣由，有 “伊昔三
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遥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
雄心憤薄” 之語，可知他們對於此類題材的自覺。他們並没有北方邊塞的
經歷，那些地名都是從史籍中覓得。不過他們這樣做倒形成了一個傳統，
對於唐代的詩歌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唐代邊塞詩發達，不少詩人都有從軍
出塞的親身經歷，但是卻仍然繼承了南朝詩人那種不顧實際地望的做法。
更有將實指的地名和泛指、虚化的地名混在一起使用的。程千帆先生 《論
唐人邊塞詩中地名的方位、距離及其類似問題》是一篇論述此問題的力作，
①

②

③

《樂府詩集》卷四七作梁褚翔詩。
顔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２７１ 頁。
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五八，第 １０４２ 頁。
③ 歐陽詢撰，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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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舉出李白的《戰城南》和高適的《燕歌行》爲例加以説明。他説《燕歌行》
“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斾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四
句“連貫而下，渾然一氣”，而實際上 “榆關”、“碣石”屬於 “現實的系統”，
“瀚海”、“狼山”屬於“比擬的系統” 。
我們再舉王維《使至塞上》爲例，這是詩人的名作。當時河西節度使崔
希逸擊敗吐蕃於青海湖西，詩人奉命前往慰勞並入幕。他由長安出發，西
赴涼州。涼州治所姑臧（今甘肅武威），是河西節度使的駐地。詩云：“單車
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
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 其中蕭關當指漢代的蕭關，在今寧夏固原
東南，其故關唐代猶在。那是由長安往涼州的必經之地，因此 “蕭關逢候
騎”的蕭關，可以説是實指 。至於 “居延”、“燕然”，就都不是此行途中的
實際地名。“屬國過居延”，是説自己奉使遠行出塞，就像當年蘇武（曾爲典
屬國）萬里迢遥經過居延一樣。居延乃匈奴中地名，霍去病、李陵等深入匈
奴都曾經過該處，“出居延”、“過居延”等語屢見於《漢書》，南朝以來，詩歌
中也用以泛指絶域。王維此行往涼州，與居延並無關涉，也只是借用虚指
塞外而已 。我們設想，詩人可能是先吟得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二
句，爲了協韻，便用“居延”這個語詞。“都護在燕然”，燕然山，即今蒙古人
民共和國之杭愛山，故此句與當時破吐蕃於青海的史實也是風馬牛。但是
“燕然”包含著重要的内涵：那是東漢大將竇憲遠征匈奴、勒石紀功之處，
用來影射崔希逸遠在青海攻破吐蕃的功績，再貼切不過。可以説是古典之
中包含着今典。此外詩人構思還受前人詩句的影響。陸機 《飲馬長城窟
行》云：“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 虞世南 《擬飲馬長城窟行》云：“前逢
①

②

③

④

⑤

程先生該文作于 １９６３ 年，發表于《南京大學學報》１９７９ 年第 ３ 期，後收入作者論文集《古詩考
索》。以上引文見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７２—
１７３ 頁。
第 ４ 册，第 １２７９ 頁。
② 《全唐詩》，
“候騎出蕭關，追兵赴馬邑。”
③ 同時也是用典。何遜《見征人分别》：
“居延城外獵天驕。”也是借“居延”指稱塞外。又有《送韋評
④ 王維歌頌崔希逸戰績的《出塞作》：
事》：“欲逐將軍取右賢，沙場走馬向居延。遥知漢使蕭關外，愁見孤城落日邊。”韋的身份與王
維類似，王維稱之爲“漢使”而“向居延”，正與《使至塞上》説自己充使而“過居延”相似。又，王
維此句的另一種解釋，將“屬國”理解爲東漢時的行政地理名稱，謂自己經過居延屬國。東漢居
延屬國之地，相當於唐代的甘州，在涼州西北，也並非王維此行所經實際地名。
第 ６５９ 頁。
⑤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①

·２８６· 中國文學裏的他者（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三輯）

錦車使，都護在樓蘭。” 王維將虞世南和陸機的詩句合而用之。因此“蕭關
逢候騎，都護在燕然”兩句可説是融會了好幾個典故。總之，我們讀此詩
時，必須明白“居延”、“燕然”都是虚用的地名，纔不至於迷惑。李白《戰城
南》和高適《燕歌行》所詠雖是當時實事，但得自耳聞，所用的是樂府體，而
王維此首明明是寫自己實際的經歷，但卻也用了虚泛的地名。這種虚實交
雜的情況並不少見。如果要“以詩證史”，於此是需要特别小心的。
使用地名除了當作修辭手段之外，有時還與營造氣氛有關。上面舉出
的許多例子，由於使用相去遼遠的地名，往往給人一種壯闊之感。再如李
白的名篇 《關山月》：“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
還。” “白登道”、“青海灣”是天生的對偶，而一在今山西大同，一在今青海
省，相去甚遠。白登山爲西漢王朝與匈奴首戰之處，漢高祖率兵逐匈奴至
此，爲匈奴所困；青海則是唐王朝與吐蕃頻頻争戰之所。遼闊的大地和千
年的歷史，烽火連綿不絶，這就讓讀者産生一種蒼茫深沉的感喟。正如程
先生所説，“唤起人們對於歷史的複雜的回憶，激發人們對於地理上的遼闊
的思考” 。
以上所説地名，如龍城、馬邑、雁塞、燕然等等，多出現於邊塞詩作中，
使用的頻率較高，已經或多或少地虚化，可以不是單指其本來的地望，而是
泛指邊塞絶域，涵蓋面很廣。還有一種情況，使用頻率並不高，並未虚泛
化，但詩人同樣不甚顧及其實際所在。詩人似有縮地之術，將它們隨意
挪移。
清初的毛奇齡、王士禛都注意到王維《同崔傅答賢弟》中的地理 ：“九
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揚州時有下江兵，蘭陵鎮前吹笛聲。夜
火人歸富春郭，秋風鶴唳石頭城。” 九江在江西，五湖指太湖，蘭陵鎮、石頭
城、富春郭，分别在今之常州、南京和浙東。王士禛評説道：“諸地名皆寥遠
不相屬。……只取興會神到。若刻舟緣木求之，失其指矣。” 他認爲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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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 １３２０ 册，第 １８７ 頁）、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八。
第 ４ 册，第 １２５８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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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到之時信筆揮灑，不必一一徵實。按照王士禛的思路，我們想詩人是利
用這些地名組成富有動感的畫面，如同今人所謂 “意識流”，表現出對於江
南的嚮往和朦朧的美感。至於這些地名的實際所指，是無足輕重的。這與
上舉盧思道《從軍行》頗相似，只是此首中地名不在邊塞，不像盧詩中 “龍
城”、“天山”等被頻繁使用而已。
王士禛還曾評論江淹、孟浩然的詩：“江文通 《從冠軍建平王登香爐峰
詩》云：‘日落長沙渚，層陰萬里生。’長沙去廬山二千餘里，香爐何緣見之？
孟浩然《下贛石詩》：‘暝帆何處泊，遥指落星灣。’落星在南康府，去贛亦千
餘里，順流乘風，即非一日可達。古人詩只取興會超妙，不似後人章句，但
作記里鼓也。” 按江淹詩云：“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中坐瞰蜿虹，俯伏
視流星。……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 用的是誇張之筆，想像中連流星
都在腳下，則遥見長沙日落，又何足怪。那是一個夢幻般的境界。孟浩然
舟行於贛江上游，兩岸怪石如鐵，目不暇接，心中洋溢著驚喜，但覺興高采
烈，志氣酣放，因此信口將千里外的落星灣 （在今江西星子縣）説成近在咫
尺，氣氛也還是協調的。地名的挪移在這兩首詩裏獲得了抒發興致、營造
氣氛的效果。
錢鍾書先生曾指出，明七子一派喜用人名、地名，“學盛唐以此爲捷
徑”，“純取氣象之大，腔調之闊，以專名取巧” 。其用地名者，往往將遥遠
之處寫進詩裏，造成高夐闊大的境界。而有時便不惜犧牲事實。如王世貞
《登黄榆最高處》：“太行無際碧天愁，榆塞褰帷萬古收。紫氣東盤滄海出，
黄河西抱漢關流。” 黄榆關在今河北邢臺西北的太行山上，哪裏能看到海
氣、聽到河聲，卻寫得耳聞目擊一般。李攀龍 《與元美登郡樓》二首其二：
“銜杯大麓來秋色，倚檻邢臺過白雲。樹杪人家漳水出，城頭風雨太行
分。” 這是登邢臺（今屬河北）郡樓之作。四句寫景，極力構造一個開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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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的境界。“銜杯”句説秋色來自大陸澤 ，“城頭”句説風雨來自太行，尚
屬合乎情理的想像；“樹杪”句寫漳水在望，則是挪遠爲近，以虚作實了。邢
臺樓頭不可能望見漳水。又李氏《真定大悲閣》：“坐來大陸當窗盡，不斷滹
沱入檻流。” 真定即今河北正定。滹沱河流過城南，“入檻流”算是實話；
大陸澤在百餘里外，“當窗盡”絶不可能，卻寫得像親眼所見。
文學創作不同於紀實，自有其獨特的法則；不同時代的不同作者，又有
種種複雜的情況。雖地名運用之微，也足以體現此點。閻若璩以 “龍城飛
將”爲誤，與顔之推批評詩人用地名不當，都表現出對此類獨特法則、複雜
情況的缺乏了解。今日讀詩，亦當予以充分的注意。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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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飛將軍）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ｏｔｈ ｏｆ “Ｆｌｙ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飛將軍）ａｎｄ“ｄｒａｇｏｎ
ｃｉｔｙ”（龍城）ａ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ｅｒｍｓ．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ｐｏｅｔｒｙ
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ｉｎ ａ ｒｅｍｏｔｅ ａｒｅａ ｎｏｔ ｔｏ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Ｌｉ Ｇｕａ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ｙ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ｆｏｒｔｒｅｓｓ ｉｓ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ｗｏｒｄ．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ｆｏｒｔｒｅｓｓ ｗｏｒｋ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ｏｅｔｒｙ． Ｐｏｅｔ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ｉ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ａ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ｗｉ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ｐｌａｃｅ ｎａｍｅｓ

，

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ｌａｃｅ ｎａｍｅｓ．

：
，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Ｐｏｅｔｒｙ，ｐｌａｃｅ ｎａｍｅ，Ｓｅｖｅｎ ｐｏｅｔｓ ｉｎ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Ｗ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ｌｉｎｇ ｆｌｙ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 ｄｒａｇｏｎ ｃｉｔｙ Ｙａｎ Ｒｕｏｑｕ

，

·２９０· 中國文學裏的他者（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三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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