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雙隱」
政治詩的比較
、—
,

作品多與政治有關，「詩名於天下’

有這樣的一個故事：筆者偶然翻
閱雍文華先生校輯的《羅隱集》，發現
書末「諸家評述」一節竟錄有宋計有
功《唐詩紀事》卷六十九中一條云：
「隠受知於令狐淘’卒無成’有詩哭
拽云：『深恩無以報，底事是柴
荆。』」①這明顯是雍先生把李商隱和
羅隱錯認爲一的讓誤’然也是所見把
李商隱和羅隱「直接扯上關係」的唯
一例子。

尤長於咏史」（《舊五代史》）。在咏
史詩的前提下，筆者就選取雙隱的作
品作一討論。

不曾有過甚麼關係。遠至屈原’後至

愛情詩可較不着重時代背景，因爲題
材比較個人’反而政治詩則不然。它
必和創作時代背景息息相關。正如劉
若愚說：「一旦轉談李商隱的咏史詩
或時事詩’我們會發覺，詩中主題不

是當時政治與社會的眞實情況。當
然，這種與大衆有關的詩境並非就與

江西詩派詩人’不少詩人的名+都在

詩人的個人世界完全絕緣。」(3)

評論李商隱的文章中出現過；而羅隱

而「晚唐雙隱」所面對的「政治

呢，充其量只能和皮日休：晶夷中、

與社會的眞實情況」是十分相似

杜荀鶴及所謂「三羅」並論。「晚唐

的，若以唐詩的分期來分，他們甚至

雙隱」（姑且由筆者妄立這一個稱

是處於同一時期。政治詩旣然和時代

號）似乎佔着兩個各不相干的詩歌領

背景息息相關，那麼我們要探究詩人

域°

之間眞正的異同，選取一個大家都近

•

二人那雷同的名字，主要有三個原

把某些純因環境不同而造成的差異看

因，覺得他們有値得比較的地方。

成是詩人之間的差異。同中求異’才
可突出劉先生所說的「詩人的個人世

義山一生四十餘年，歷憲、穆、

負盛名的，是他那獨創一格的無題詩

敬、文、武、宣六宗之世；昭諫七十

和 纏 綿 的 愛 情 i f ’然而他那些感憤深

七，歷文、武、宣、諮、僖、昭、哀

沈的政治詩篇，寓意精警的咏史詩

七朝，他們同樣面對的’是宦官專權

作’也展示了他的才華橫溢。據高越

已經發展到掌握皇帝廢立大權的地

天先生的統計’「義山詩鶴體者約佔

步；藩鎭叛亂最終發展至要取中央政

四分之一

’政治詩者約佔四分之

權而代之；還有黨爭激烈，動搖國

一」’②可見李商隱的詩域並不僅止

本。與這三個置唐王朝於死地的破壞

於觀情而已。只要不把李商隱看成純

力量同時存在的，是皇帝的極度昏

粹16情詩人，那麼他就和羅隱有可相

庸’朝廷的腐敗。他們的作品所要反

比較的依據。比李商隱較後期的羅

映的社會現實’都大體不出上述四

「下第」詩，另一類是「咏物」、
「咏史」詩；似乎並無什麼鶴情詩。

後爲李黨王茂元所賞識，以致被擠入
黨爭的灭縫中’頻年奔走於：陕、
豫、湘、粤、川、徐等地’寄人籬
下，、；奈倒終身’抑塞勃變之意氣，一
發於詩。羅隱前半生

十上不中

第」。他過了一輩子的幕僚生活。曾
到過陝西、四川、山西、河北、河
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安
徽、江蘇、浙江等省’行卷投書’浪
跡天涯，直到晚年以五十五歲垂暮之
年，東歸吳越’投靠錢鏐。這樣’就

「著私書而疏善惡’斯所以警當世而
戒將來」（〈〈護書重序》）。
此種政治’際遇和創作三者糾纏
的關係’高越天先生說之甚詳：
古往今來，不少政治家能詩。然名詩
人多非是政治家。因爲政治的本質是
複雜糾結’重利害成敗而少是非。其

界J °

限泥減。儘管李商隱在當時及後世最

隱’作品大致可分爲兩類：一類是

有憤慨。他無心陷入黨爭’而因人生

深刻的體驗和認識’使他不得不退而

似的環境是必須的，這樣我們才不會

(尤指咏史詩）’使二人之間的界

關心朝政’而職位卑微’對於弊政空

使羅隱對晚唐社會的腐敗黑暗’有着

筆者選取雙隱作討論對象，並非

首先是因爲討論的範圍是政丨台詩

李商隱有抱負’而終身坎±可。他

偶然機遇：前爲牛黨令狐楚所提携’

政治詩與其他類別的詩不同，如

再是個人的戀情、憂愁與奇想……而

在文學史上，李商隱和羅隠似乎

梁卓 貝

間且存有黑暗醜惡殘酷狡詐等成份。
而能成爲名詩人者’類爲胸懷曠夷灑
脫’敏感而重是非’坦白而不喜隱
飾；播爲詩歌’眞理昭明’故爲人所
重’亦爲人所忌’在政治上不易得
志。……義山不幸’正患有詩人氣
骨’又好直言之病。」④誠哉此言丨
羅隱雖非「名詩人」，「但又豈能逃
出這公理？《舊五代史》說他「然多所
譏諷，以故不中第。」自是意料之
內°
總之，就作品類別、時代背景和

項。
不單彼此的時代環境如此相近’

甚至二人的個人際遇信亦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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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因素三方面來看，李商隱和羅隱
是有其相似之處的。

正文

五、六句詩人自明心志。「江湖」、

羅隱在《長安秋夜》中：

「扁舟」是暗用春秋范&的典故，說

遠聞天子似羲皇’偶舍漁鄉入帝鄉。

受創作條件的相似而影響最大

自己渴望扭轉晚唐的衰敗局面，然後

五等列侯無故舊’ 一枝山桂有風霜。

的’莫過於「雙隱」作品的思想內

功成身退，歸隱江湖。「回天地」，

燈敢短焰燒離鬢’漏轉寒更滴旅腸。

容。

寫出遠大和堅定的抱負。「歸白

歸計未知身已老’九衝雙闕夜蒼蒼。

髮」’剖示淡泊名利的晶落襟懷。兩

首言「遠聞」’後言「偶舍」。下言

者所選取的素材，是與其所處的時代

者相輔相成，以「永憶」兩字爲首’

高官顯宦中並無故舊，所以功名難

和過去的遭遇分不開的。在當日的環

表明這是畢生抱負。這聯詩氣骨壞

逐’言外之意足見「遠聞」非實’

境下’要李商隱傲到果如唐末李•；吾所

然’意境深遠’表現詩人報效祖國的

「偶舍」是錯的。把希望寄託在皇帝.

說的「無一言經國’無纖意獎善」

進取精神和狷介人格。但在爭名逐利

身上’背井離鄉’到長安應試’只落

(《釋怪》），⑤其實是很難的。除非

的晚唐官場’詩人的理想橫遭打擊猜

得「一枝仙桂有風霜」，年復一年’

李商隱眞的是醉生夢死，什麼都不聞

忌’科舉落選’反被人誣以「詭薄無

總是不第’「歸計未知身已老，」旅

不問。

行」的罪名。因此最後兩句運用寓言

居長安’前途茫茫。

-、思想內容

一篇作品想要展示的思想’和作

故事’將那些妒賢嫉能的小人比爲貪

事實上’李商隱的作品有許多
是有諷刺意義的’大半是借託史

事，寄其吊古傷今之意。如(；荑宮

爲 唐 王 朝 江 河 日 下 ’ 士大夫觸目時

憤之情溢於言表。

艱’往往難免緬懷往昔，借古論今；
借政治詩進行諷_和仔發傷時之情，

調》、《宮妓》、《齊宮調》、〈〈賈生》、
《北齊》、〈游宮》、《南朝》、偶嵬》諸
篇’意義都很明顯。再如《重有感》、
《隨所事》、《曲江》、《安定城樓》諸
律’倶爲傷時感事而作’諷瑜之意亦
明。

可以說是中晚唐以後的「時代風
單此一例，已可見作者所遇的環
境與作品的思想內容是有着息息相關
的關係。再如《賈生》之「雖說賈詣，
然反其意而用之」⑥慨嘆統治者徒有
求賢之意，而不能眞正重用人才（因

如義山早年七律的代表作《安定城
樓》：
追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洲。
貫生年少虚垂涕’王築春來更遠游。
隐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駕雛竟未休。
首聯寫登高望遠’無坂擴野，蒼茫流

總之，在思想內容方面，主要因

戀腐鼠的鷓韻’進行辛辣的嘲諷’激

篇幅關係’以下詩歌之全文及分析皆
從簡）；又如〈僅11宮》、《北齊二首》、
《齊宮調》等，詩人選取歴史上出名的
暴君昏主’「借題據抱」，⑦對那些
昏庸無能而又荒唐浮佚的皇帝加以辛
辣的嘲笑。總其創作主旨’無一不是
詩人對時代和個人際遇的迴響。

水’牽動詩人情懷。以下六句的憂時

氣」；而因着個別作家的不幸遭遇’
誠如司馬遷所說古來許多「聖賢發
憤」的著作都是「意有所戀結，不得
通其道」(《史記、太史公自序》）使

然’「雙隱」在作品中透露個人
的「_結」’自是理所當然。

二、藝術形式
儘管思想內容極其近似’然而李
商隱到底是李商隱’羅隱還是羅隱。
面對相同的環境’不同人會有不同的
反應，因而造成同類型的詩人’會有
不同的藝術形式的展現。
不同的反應源自不同的性格。李

念國’壯志豪情’無窮感慨都由此而

商隱最異於羅隱的（甚至是.其他詩

發°頷聯引用典故寫憂時念國。詩人
以「賈生」自比’從少年時起就渴望

羅隱的作品亦多是這種迴

爲朝廷効力’如同賈誼；但不爲世

響。他的〈俊書坑》、《秦紀》、《貴

用’徒然流涕長嘆而已。「王築」’

游》、《I同雀台》、€靑溪江令公宅》、

也是自比。看一「更」字’意思更深

《台城》、《場帝陵》和€工南》等篇，遠

一層：不僅報國無門，政治上受壓

至秦始皇’近至隋爆帝’都諷刺及

抑’而且生活上也像王築一樣流浪他

了 °甚至連當代皇帝也不放過。如諷

鄉’寄人籬下’對自視甚高的詩人來

刺唐玄宗的《華淸宮詩》、《帝幸蜀》和

說滋味更加不堪。賈詣、王築是兩位

唐昭宗的《感弄猴人賜朱紋》等。

人）’正是他的性格。

李商隱感情濃烈’而性格內
向’而又有着過多的嚮往與執看追
求。凡此種種’都造成了他特有的感
情表達方式。懲結於心’而不易坦
露’雖欲語還休’而強烈之情感活動
又往往不可自已。這就造成了他自勺詩

深情綿邈、曲折幽微’而且常常是
朦朧隱約、不易確解。而嚮往與追

目見朝政日非而憂心如焚的歷史人

另有如〈(登高詠菊盡》、億風》、

求’使他一生有許多美的幻想與迷惘

物’所以這聯詩不僅汗發懷才不遇之

《病聰馬》、《過廢江寧縣》、〈流彳昭王

感傷’而他的詩就常常交織着這種美

慨’也隱約道出唐王朝時局艱危使詩

墓》、〈键中寄懷》和《長安秋夜》等作

的幻想與迷惘感傷’表現出一種淒

人憂慮關注°這樣就自然引出頸聯。

品’卻是自傷懷抱、感嘆不遇之作。

難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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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隱關心當時政局，有時候他

幻、遭遇坎词的慨嘆’寫得迷離恍

在詩中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在《有感》

惚。開始是寫夢境’漸漸地便露出了

和〈僮有感》中’詩人鮮明的表示了自

一點感情遭遇的情思的印迹’到最後

己對「甘露之變」的看法，尖銳地直

結以夢醒之狀°全詩的夢境寫得極

斥宦官。又如被吳調公稱爲「比較傑

好’迷離漫幻’似夢似眞。若以其爲

出，同時也最能充分顯示詩人對唐王

並無寓意之夢境’則其中流露之感慨

朝的S心和對宦官擅權的切齒的優秀

憂傷之情思不可解釋；若以其爲借夢

f予情詩篇」⑧的有關劉賛的五首詩，

境寓身世之感，則所感爲何’殊難確

作者除了對劉賛的遭賠感到惋惜、不

指’然當中確有一種迷惘感傷’表現

平及他死後的悲痛外’更表示了對朝

爲淒•的美。「朦朧隱約」和「帶凄

廷的憤慨。其中提到朝廷的昏聩’不

gfe美」這兩個特色’尤多見於商隱的

問是非：「上帝深宮閉九閽，巫咸不

律詩當中，簡潔、濃縮而雕球；至於

下問銜冤」；又提到由於朝廷的昏聩

他的古詩’則例外地傾向於高古（如

而有冤無處訴：「江闊惟回首、天高

《韓碑》）’或者偏於平實（如《驢兒

但 撫 磨 」 ’ 「 並 將 添 恨 淚 ’ 一洒問乾

詩》)和《行次西郊一百韵》）’足証律

坤」。從李商隱關於劉賛的幾首詩’

詩在政治題材方面’仍是李義山表現

可看出他不僅關心政局’有明確的是

個人特色的最佳工具。

是一首政治詩’甚至觀末兩句「天荒
地變心雖折，若此傷春意未多」乃義
山平生「深沈的『戀結』所致」© ’但
有人認爲’頸聯上悼「甘露之變」中
王涯等的被害’下謂鄭覃、李石等憂
國之孤忠；有的卻認爲’上半寫明皇
貴妃事，下半寫「甘露之變」，總之
所云何事’已有分歧。甚至有的解者
以爲這是一首愛情詩。如果我們考察
全詩’想找到一點確鑿証據來証明上
面的諸種解釋，那我們就會失望，因
爲確切的証據是找不到的。詩中感情
的發展脈絡，都被一一遮蓋起來’,只
表現出若干片斷。再如《七月二十八日
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後夢作》把人事變

李商隱爲「競事組It」，而羅隱

則「務趨條暢」。

早在宋代王懋的予客叢書》卷六
已云：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
羅隱爲多。……羅隱詩如曰：『西施若
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
『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曰
愁。』曰：『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

休。』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
作。」

外。其表現爲反覆的思索’情思的層

如一首《曲江》，不少解者，都以爲這

或會如明胡震亨(11音癸籤》卷八所言

『明年更有新條在’搜君春風卒未

風格，而他一部分的政治詩，亦不例

測’作出各種各樣極爲不同的解釋。

羅隱詩堪稱通俗非常。究其動機’

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甜？』曰：

傾向」⑨，隱僻一向被視爲義山詩的

猜度’因此也就常常引起讀者的猜

我們若本着「用典爲貴」的眼光’則

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

的詩，「在李商隱的詩中並不是主要

表露’使情思的整體若隱若現’難以

處，却在於他少用典’甚至不用典’

不覺老從頭上來”』曰：『時來天地皆

但是，這一類明白表達政治態度

多，有時甚至是百感交集，但又過於

隱在藝術特色上與義山截然不同之

和一點恩。』曰：『只知事逐眼前去’

非觀念，而且毫不隱晦的表述出來。

次曲折叢深；他往往想得很深、很

李商隱被公認爲用典能手，而羅

要詩意比較隱曲，要寓嘲諷的意
味在「筆調」和「刻劃」上’不作明

以上各例’雖非全出自政治詩作，然

顯的說明和正面的斥責，做到諷意宛

亦足証明羅隱在語言上的一般特色°

轉，其中一個最好的方法’就是用

此語因其通俗而得以風行於後世’頗

典。義山之善於典故，衆所週

有以「老媚可解」爲特色的白居易作

知 。 他 成 功 之 處 ’ 一是用典的貼切。

品的影子’正如陳耀南先生明確指

如<0堉宮》七律：「于今腐草爲蛋火’

出：「詩至晚唐……至杜荀鶴、羅隱

終古垂楊有暮鸦」一聯’上句用了莊

輩’則揚樂天之遺風’務爲淺俗…

子「腐草化爲螢」的典故’並將隋場

…」�’若就內容和形式來看’羅隱

帝沿江放蛋火虫取樂的事實結合起

確是很像白居易的°

來，下句寫風景，又暗用場帝之親栽

正如李商隱詩句也偶有高古和平

重柳及御賜垂柳姓楊的故事。再由蛋

實的時候，羅隱詩中也不乏工麗之

火、垂楊等景物’興起一種「江山依

句 ， 如 「 滿 目 碧 嶂 無 歸 日 ’ 一榻紅塵

舊，人物全非」的感慨，以潮托其懷

有淚時」，又如「名慚桂苑一枝綠’

古的悲傷氣氛。緊接着就是「地下若

膾憶松江兩箸紅」，又如「塵迷魏闕

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用另

身應老’水到吳門葉欲殘」，又如

一個悲劇性的故事來作結束，指出楊

「_蝶有情牽晚夢，杜鵑無賴伴春

廣之亡命江都，正是蹈陳叔寳之覆

愁」等’蔣祖恰先生稱：「把它們放

轍’與全詩的內容’構成有機的聯

在《李義山集》中也無愧色。」©當知

m。這種自然的手法，大大加強了藝

凡事皆有例外’而淺易通俗是羅隱所

術的感染力。

選的大方向。

然而用典有時並非爲了取得某種

如《代魏宮私贈》和《代元城吳令暗

明皇之寵妃子、信奸邪、任小人’向

藝術效果’而是有它本身的一定作

爲答》二詩，政治事件只是映襯的背

樣深爲不滿’而對於貴妃恃寵而驕，

用°任何典故’都有其發生的背景與

景’主題其實是想表白曹植和题恋之

釀成巨禍’也覺得她難辭其咎。由此

具體的情節，通過讀者對典故情節的

間的愛情。又如€步洛川》與《東阿王》

可見同一史事’因人而異’各人會有

共同理解’來幫助作者所要說明的問

這兩首七絕中’重心雖則是在兄弟_

不同的看法，而就算看法相同’出發

題：從而提高語言的喑示作用。同時

牆、小人護陷等政治事件’但背景仍

點亦或有不同。比方李商隱也有對楊

用典’是一種借古瑜今’用相似的古

籠罩着一層戀情色彩，如《東阿王》的

妃同情的時候，但却絕不同於羅隱的

代故事’來供托現實’以擴大詩的思

結語「君王不得爲天子’半爲當時賦

純以政治爲觀點。李商隱這兩種迥然

想內涵’使詩多一層曲折’從而使藝

洛神」就「爲全詩的政治氣氛中，渗

不同的態度，可能是「因爲視角取向

術形象得到進一步的突出。若要取得

入淡淡的戀情色彩」。⑩

不同」©而生的差異。影響李商隱最

上述效果’不愛用典的羅隱又有甚麼
辦法呢？

而羅隱的作品似乎並無什麼

大的就是愛情。假使他純由愛情層面

戀情色彩’遑論政治詩’就算是一些

着眼.，由於詩人自身對眞摯情愛的珍-

直接有男女出現的作品如〈(贈妓雲英》

視’他認爲玉環不應慘死於馬嵬，由

故事刻劃形象’來說明道理的手法。

等’也無半點愛情的內涵：

是對她有相當的同情。李商隱這類詩

在這裏，筆者不妨稱這些寓言故事爲

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

作，竟也保有他一貫的深情特徵。

「低級典故」°試看上面已經提過的

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倶是不如人？

李商隱《安定城樓》’這首詩用典很

讚美雲英出衆的風姿’主要爲暗况作

多’而最後兩句所用的却是寓言故

者有過人的才華。讚美中包含着對雲

事’作者把那些妒賢嫉能的小人比作

英遭遇的不幸，連及自己’又傳達出

貪戀腐鼠的ffi镇。在某程度上，寓言

一腔傲岸之氣。引入雲英’雙管齊

其實是典故的一種，不過我們發覺，

下’詩中的女主角只是作者爲便抒不

末兩句和之前六句所予人的感覺’是

遇於時的感慨的陪襯品而已。

羅隱爲求通俗，故常用以寓言和

三、風格表現
總結了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就
建立了個別作家的不同風格。可以這

樣說：義山嚴肅而昭諫i灰諧。

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分別，勉強來說，

緣賊在d俞李義山詩》中有過這樣

也許可叫傲雅俗之Slj 0李商隱多用典

的一段說話：

故’但用到這一類的寓言的場合就少

李義山以善感之心，生多故之世’觀

得多°而羅隱却寧可採用這一類「低

「雙隱」的分別若此’因此就算

當時帝王之尊’宰相之貴，生死不

級典故」，如天雞》寥寥數筆，勾

在政治上有些相同的見解’但他彳門白勺

常’榮衰倏變’己身復牽於黨爭恩怨

勒出「天雞」行屍走肉，徒有其表的

出發點仍是有所不同的。用他們

之間，心事難明’所遇多忤’故對人

醜惡形象’借以諷刺那些徒然以貌廳

二人以明皇和貴妃傲中心的作品來說

生爲悲觀’其作品充滿哀音……讀之

人’其實百無一能的官僚士大夫’的

明’最易明白。安史之亂是李唐王朝

使人邊氣迴腸’淒然欲絕。義山雖受

確收到形象生動、言簡意賅的藝術效

由盛轉衰的轉振點°後世的詩人、論

杜甫之影響’而毫無杜詩詼諧之趣’

果°〈〈越婦言》將一個嫌貧愛富的歷史

客，在回顧這段歷史時’大多把一腔

此則稟性之不同也。」©

故事’信手沾來’稍加揑合’然後借

怨恨發浅在楊妃身上’變相爲最高統

題發揮’即便構成了一篇嘲諷官僚士

治者開脫罪責°但羅隱的《華清池》、

誠哉是言！詩人的稟性當眞會奠定義

大夫的絕妙文章°這些都說明羅隱是

《馬嵬坡》和《帝幸蜀》等詩的針對性却

山詩不能有該諧之趣°反觀羅隱却是

一名善於採用寓言和故事以表達主題

不大相同°他的矛頭直指最高統治者

晚唐突出的詼諧詩人。如前有引的(贈

的高手。「雙隱」雅俗之別’在此可

明皇’認爲罪責應該由明皇來負。如

妓雲英》’從文字風格看，此詩寓憤慨

見一斑。

《帝幸蜀》的「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

於調促’化嚴肅爲幽默’亦諧亦莊’

外在色彩是如此因人而異，而內

休更怨楊妃」’作者對楊妃是有一種

耐人尋味。又如《感弄猴人賜朱紱》一

在色彩亦然°李商隱愛情詩的出色

同情態度的°反觀義山幾首咏明皇、

詩：

衆所週知’而他的深情’在其他類型

貴妃的詩篇•’亦可見義山站在晚唐衰

十二三年就i式期’五湖烟月奈相違。

的詩篇中亦不忘流露。

世一個關心國事知識份子的立場，對

何如學取孫供奉’ 一笑君王便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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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選取了耍猴者獲寵邀恩這樣一個
典型材料入詩，像放大鏡般顯示出這
隱而未顯的客觀事實的眞相’從一個

之作。如)馬浩在《可嘆》一篇之末評之

此外’也有些詩篇如《白玉鹿》、

曰：「義山詩軼者多矣’而此種大傷

《自胎》等’則因諷剌太露骨而流於淺

忠厚之篇’其不幸而傳者乎丨」另在

露’確也造成藝術性的不足。

《無題》二首之末注曰：「語易解而尖

羅隱的「通俗」’逕渭分明，是顯

薄已甚’宜其名位不達矣！」不R後

而易見的。

側面將那無價値的撕破給人看，從而
把嘲諷的對象賠得體無完膚’窘態畢
露’收到引入發笑’發人深思的喜劇
效果。因此’這是一首嬉笑怒罵的諷
刺詩。詩人故意把辛酸當笑料’將荒
誕作正經，以放肆嬉笑進行辛辣嘲
罵。他雖然寫的是自己的失意遭遇，
但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雖然取笑一
件荒唐事’但主題思想是嚴肅的’詩
人心情是變憤的。假使李商隱也有同
樣的主題思想、同樣的變憤心情’但
這一類風格的詩’他大槪是不多寫

總之’李商隱的「唯美」和

結5吾

世，就連當代亦有人不滿於商隱之深
於諷刺’說：「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

每一類詩都有它的特色；每一個

天物’天物且不可暴’又可抉摘刻

人都有他的個性。在文學史上本來互

削’露莫情狀乎？使自萌卵至於稿

不相干的「雙隱」’筆者在政治詩類

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

的前提下’嘗試把他們並論。尤其是

夭’東野窮’玉谿生官不挫朝籍而

二人身處在同一時代’遭遇是同樣坎

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唐〈輕

±可’環境反映在他們作品上’必會有

魯望集》⑩此番咒証之語，比李商隱的

一個共同傾向。在二者的共同傾向

諷語更尖刻！

中’能找出彼此的相異之處’就更能

的。

突出不同作家的個性。這是因爲不同
其次是頗多人爭論的問題：即含

李商隱實則也有不少婉轉、含蓄

風格的形成，主要決定於不同作家有
不同個性，故此李、羅二人’自有不

蓄與坦白的問題。我國詩論所針對

的作品’這是和他所用的藝術手法分

的’其實已不單是個別作家的問題’

不開的°如〈(遙池》只含蓄點明周穆王

而是籠括這一類政治詩’尤指諷諫詩

的不能重來以戒求仙；〈<]隋宮》只重點

而言°

突出了「宮錦」這一項物力的巨大花

總言之，他們的政治詩在思

究竟是含蓄些好’還是深刻些好

費，以譏昏君荒游°李商隱充分利用

想內容上是有其共同處的；唯在

呢？筆者無意在這裏作出評價，只想

了七言絕句詩的形式’精谏而槪括地

藝術形式和風格表現上，二人都

在此嘗試比較一下「雙隱」在此方面

剪裁古今’發揮比興所長；他不用敍

各有一套。

所表現的一些差別。

事而專用仔情’誠如吳調公所言：

取了羅隱來做李商隱的比較對

「這樣的咏史、仔情和諍諫的結合是

象，其實是一個吃力而不討好的決

動人的。」•

定。一則是有關二人異同的資料幾近

李商隱旣不得杜詩之詼諧之趣’
亦不復杜詩般的徹底「溫柔敦厚」。

於無；嘗試自己去做，則又苦於羅隱

如他的《行次西郊一百韵》詩’古拙鋪
陳，寫的切近時事’雖則趕不上杜甫
《北征》詩的氣象恢宏’可是敍次明白
平實’評家多說他「規摹老杜」（{£
家評朱注》）’又說他「亦是長慶體」
(《義山集評注》）、，但當中頗有「不
敦厚」之處°比方他在詩末剖肝遞膽
地說：「我願爲此事’君前割心肝’

同°

並不如李商隱般’有大量的資料可參
「恃才忽脫’衆所憎忌」（〈〈唐才
子傳》）的羅隱’顯然不善於’也不甘
於收藏他的感情’加上他所用的藝術

考。因此這篇文章定必有許多疏漏之
處’唯總算是筆者的一個大膽嘗試
口巴！

技巧，追求平易通俗’所以他的作品

八九早六月

比李商隱的更加深刻’是可以理解
的。例如《黃河》一詩，借事寓意’评
擊和譏諷唐代的科舉制度’句句緊扣

叩額出鮮血’湧、；它污紫窟！」這較之

黃河，而又句句別有所指’手法也頗

杜甫《北征》的「雖乏諫靜姿’恐君有

爲高明°詩人對唐王朝科舉制度的揭

遺失」’表現得更爲露骨了。其他作

露，痛快淋漓’切中要害，很有代表

品如(馬嵬》、《華淸宮》、何嘆》、嫵

性°詩中語氣激烈’曾有人評它是

題》（長眉盡了繡簾開)二首》、《高

「失之大怒’其詞躁」（劉鐵冷《作詩

花》和《嘲桃》等，都被人視作明譏實刺

百法》），即不夠「溫柔敦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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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評語：
合雙「隱」作比較，甚有意義。
論述各點’多有發明’洵屬佳作。

一梁佳蘿敎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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