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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摹寫聲音三至文
綜觀唐人摹擬聲情手法之沿襲與創新

孫貴珠

摘 要

眾所周知：唐代係中國古典詩歌與音樂相互影響、共同發展之時期。尤其

是唐代詩人筆下描寫各類音樂表演之詩，不僅為唐詩之創作注入奇思幻想，亦

對後世音樂詩之寫作產生深遠影響，且盛傳不衰。清人方扶南即云：「白香山『江

上琵琶』，韓退之『穎師琴』，李長吉『李憑箜篌』，皆摹寫聲音至文。韓足以驚

天，李足以泣鬼，白足以移人。」這段話一方面言簡意賅地道出白居易、韓愈、

李賀三人，化聲情為文字之精湛技法；一方面也暗示著演奏者絕妙動人之表演

技藝。

儘管唐代詩人曾經寫下將近六百首之音樂詩，但上述三詩所受到之關注，

絕非其他同時代詩作可以比擬。而近人研究唐代音樂詩，亦多著眼於此三詩之

比較，特別是對詩人描寫音樂聲情之手法，如比喻、擬聲等修辭技巧之運用。

實際上，這三首詩於詩人之妙筆與想像下，所呈現個別樂器之聲響特質、樂曲

旋律之起伏變化、演奏者之精湛技藝等，可謂係近六百首唐代音樂詩中，極為

難得之作。更有趣的是，透過分析與比對，可以微妙地發現：「以聲喻樂」、「以

形喻樂」、「以典喻樂」，幾可視為唐代音樂詩摹寫聲情最重要之三種手法，而白、

韓、李三人最大之成就在於借鑒前人而又別開生面地巧妙譬喻，並擴大了音樂

詩之描寫內容，以及音樂主題之呈現。

是故，本文擬從此三詩之文本出發，自詩人之寫作筆觸，繫聯唐代音樂詩

之發展歷程，再分就「以聲喻樂」、「以形喻樂」、「以典喻樂」三面向，細繹方

扶南所謂唐代摹寫聲音三至文，摹擬聲情手法之沿襲與創新。

關鍵詞：琵琶行、聽穎師彈琴、李憑箜篌引、唐詩、音樂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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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hree Outstanding Musical Poems to Reveal the Inherited
and Creative Techniques for the sound descriptions by Tang Poets

Sun, Kuei-Chu

ABSTRACT

Tang Dynasty is well known as a fruitful period for Chinese poetry, especial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usic and poetry was mutually and significantly recognized. The
magnificent descriptions of musical performances by Tang poets, such as the three most
representative poems suggested by the Qing poet Fang Fu Nan: “Pipaxing”by Bai Ju-Yi,
the “Yin Shi Chin”by Han Yu, and the “Li Pin Kong Ho”by Lee Ho, had shown their
great influences to later works. Their contributions were specifically in two ways: the
precise methods to express sounds into words and implicitly shown the extraordinary
techniques of the performers.

Although over six hundred musical poets were produced by Tang poets, the above
three poets were the most mentioned. Previous research of Tang musical poems focused
on the methods and descriptions, special effects from specific instruments, the changes
of melodies, and the techniques of performers, these three poems were the most
outstanding examples. They expanded the contents of musical poems and the expression
of musical themes.

As a result, this research focused on these three poems, examining the methods of
writing techniques, rechecking the connections among the musical poems of Tang
Dynasty. Moreover, inspecting the techniques used for describing sounds, the use of
metaphors for music and the use of literary allusions.

【Key words】

Pipaxing, Yin Shi Chin. Li Pin Kong Ho, Tang Poetry, Musical Po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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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清人方扶南曾云：「白香山『江上琵琶』，韓退之『穎師琴』，李長吉『李憑

箜篌』，皆摹寫聲音至文。韓足以驚天，李足以泣鬼，白足以移人」1。這段話

除了高度讚賞白居易、韓愈、李賀三人，以文字摹寫樂聲之深妙功力外，並精

準道出三位詩人於音樂詩之敘寫上，創造出之相異效果2。儘管白居易〈琵琶

行〉、韓愈〈聽穎師彈琴〉、李賀〈李憑箜篌引〉自宋代以來即受到相當討論3，

但清人方扶南所云此三詩乃「摹寫聲音至文」之語，不僅是近人論述唐代音樂

詩引用最頻繁之語，更有眾多研究者偏好將此三詩相提並論，從〈異曲同工，

各盡其妙──讀唐代三首描寫音樂的詩〉4、〈同聲異趣，各具情味──淺析三

首唐詩中的音樂描寫〉5、〈摹聲至文，形神各異──唐詩中的三首音樂名篇之

風格漫談〉6、〈異曲同工的摹聲至文──淺析白居易「琵琶行」和李賀「李憑

箜篌引」音樂描寫的相異處〉7、〈音樂描寫之絕唱──淺談「琵琶行」、「聽穎

師彈琴」、「李憑箜篌引」的音樂描寫〉8、〈同是“摹寫聲音至文”──唐韓愈、

白居易、李賀三首音樂解讀〉9等篇名即可窺知。然而，此類研究中，論述者多

1 《方扶南批本李長吉詩集》，收錄於《李賀詩注》，頁 292，臺北：世界書局，民國八十（1991）
年六月五版。

2 雖然方氏將此三詩視為唐代「摹寫聲音至文」，係個人之審美觀點，對近六百首之唐代音樂詩而
言，未盡全面與公允，但方氏就三人之詩歌內容，概括「韓足以驚天，李足以泣鬼，白足以移人」，
多少反映出此三詩之內容特點與寫作絕妙所在。儘管唐代音樂詩之「至文」，未必僅此三首，但
方氏此言，對吾人評賞唐代音樂詩，仍具參考價值。

3 例如宋‧洪邁《容齋隨筆》、清‧徐增《而庵說唐詩》等，對白居易〈琵琶行〉之說解。宋‧胡
仔《苕溪漁隱叢話》、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宋‧許顗《彥周詩話》、宋‧王楙《野客叢書》、
清‧薛雪《一瓢詩話》等，對韓愈〈聽穎師彈琴〉之論述。又如宋‧楊萬里《誠齋詩話》、明‧
高棅《唐詩品匯》對李賀〈李憑箜篌引〉之評論。

4 鄒元生‧趙玉柱〈異曲同工，各盡其妙──讀唐代三首描寫音樂的詩〉，《泰安師專學報》，1994
年第 2 期，頁 147-148，接頁 146 下。

5 靳玲〈同聲異趣，各具情味──淺析三首唐詩中的音樂描寫〉，《勝利油田黨校學報》，1994 年第
3 期，頁 75-77。

6 賈沛若〈摹聲至文，形神各異──唐詩中的三首音樂名篇之風格漫談〉，《文史雜誌》，1997 年第
2 期，頁 32-34。

7 呂青山〈異曲同工的摹聲至文──淺析白居易「琵琶行」和李賀「李憑箜篌引」音樂描寫的相異
處〉，《語文學刊》，2000 年第 1 期，頁 4-5。

8 馬琦‧于立新〈音樂描寫之絕唱──淺談「琵琶行」、「聽穎師彈琴」、「李憑箜篌引」的音樂描寫〉，
《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0 年第 2 期，頁 20-21。

9 鄭小平〈同是“摹寫聲音至文”──唐韓愈、白居易、李賀三首音樂解讀〉，《金華職業技術學院學
報》，2002 年第 1 期，頁 115-117，接頁 12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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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著眼於詩人描寫音樂之手法，意即分從「以聲喻樂」、「以形喻樂」、「以典喻

樂」三方面，探討詩人匠心獨運之機。誠然，上述三種手法固可概括〈琵琶行〉、

〈聽穎師彈琴〉、〈李憑箜篌引〉之寫作特色，但鮮有研究者注意到：「以聲喻樂」、

「以形喻樂」、「以典喻樂」，其實是唐人描摹音樂聲情最常使用者，早在初、盛

唐詩人之音樂詩中即已出現，詩人或側重其一，或揉合二者，或三者並用；而

白、韓、李三人之成功在於取法前人並加以創新或使其具體化，也就是說：白、

韓、李三人在前人「以聲喻樂」、「以形喻樂」、「以典喻樂」之基礎上，更加完

整地呈現了音樂的內涵，或深化了音樂的感染力；是以，讀者得於詩作中體悟

到樂器之聲響特質、旋律之行進變化、演奏者之精湛技藝等，而非僅是接收到

樂器形制之介紹，或詩人因樂而生之慨歎，以及音樂效果之片面描繪。再者，

由於白、韓、李三人將摹寫聲情三法運用得出神入化，在為音樂詩之書寫開創

更多可能性之同時，亦使某些詞語或寫作手法，成為中、晚唐其他詩人音樂詩

寫作，模擬沿襲之依據。

故本文擬於前人研究之基礎上，先概述唐代音樂詩摹寫聲情之法，再論述

〈琵琶行〉、〈聽穎師彈琴〉、〈李憑箜篌引〉於「以聲喻樂」、「以形喻樂」、「以

典喻樂」之沿襲、開創，繼而推論三詩在有形無形中，對中、晚唐其他詩人音

樂詩寫作之影響。

二‧唐代音樂詩摹寫聲情之手法

眾所周知：音樂是屬於聲音的藝術，其旋律、節奏、音色等變化在時間之

流程中逐一展開。對聆聽者而言，依隨音樂之開展，藉由音響感知，聯想、想

像樂境、體驗樂曲之情感表達，無疑是音樂欣賞者之必經歷程。由於音樂之時

間性與抽象特質，具有相當之獨特性，是以，作為音樂欣賞者之詩人，若想借

用文字描繪音樂、再現樂境，必得運用各種譬喻，使讀者跟隨文字之描述，重

新感受作者經歷之音樂場景。

在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史上，唐代詩人可謂最擅於以文字描寫音樂表現者，

從當時眾多詩人之參與、大量音樂詩之湧現10、以及無數篇為後人稱道之佳作

10 據拙著《唐代音樂詩研究》統計：唐代音樂詩之數量約有五百九十三首，而參與寫作之詩人則
多達二百一十八位，由此可見：音樂詩之書寫，在唐代應是極為普遍的。詳見《唐代音樂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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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唱中，不難推知。然而，詩人若欲將自身聆聽音樂之感直接形諸文字，難免

產生不易名狀之苦，是以，藉由生活中或大自然界相似之音響比擬樂聲，或利

用可視之物以通感手法表現樂音，或借用音樂典故令讀者聯想音聲，遂成為詩

人常常運用之方式。換言之，也就是藉由「以聲喻樂」、「以形喻樂」、「以典喻

樂」達至摹擬樂聲之效果，只是三種手法如何應用，端視詩人如何佈局。

所謂「以聲喻樂」，係指詩人將其聆聽到之樂聲，「以現實生活中真實具體

的聲音作比喻，形象而準確地描寫了樂曲的音響大小、音色明暗、音調高低、

音速快慢、節奏強弱、力度輕重、旋律急緩、感情濃淡等藝術效果」11。例如

李頎〈聽董大彈胡笳聲兼寄語弄房給事〉中，以「幽音變調忽飄灑，長風吹林雨

墮瓦。迸泉颯颯飛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12，形容彈奏者於樂器轉調後，詩人

感受到樂音急促、綿密、力度等琴聲之變化。又如顧況〈李供奉彈箜篌歌〉之

「一弦一弦如撼鈴。……易調移音天賜與。大弦似秋雁，聯聯度隴關；小弦似春

燕，喃喃向人語」13，詩人以搖鈴聲比擬箜篌樂聲之清亮，以秋雁、春燕分擬箜

篌轉調後，粗弦（大弦）與細弦（小弦）之樂聲變幻。再如溫庭筠〈郭處士擊

甌歌〉之「亂珠觸續正跳蕩」14，係以大小珠粒之跳動、碰撞，形容詩人感受

到甌聲之連續、繁密與響亮。

整體說來，「以聲喻樂」有利於展現樂器之聲響特質、傳遞曲調旋律之行進

變化、表現節奏力度之強弱等。同時，亦有助於讀者跨越時空、貼近詩人描寫

之音樂情境。

而「以形喻樂」，係謂詩人「通過各種具體事物動態的描繪，把無形的樂聲

轉化為生動可感的具體形象，由聽覺溝通視覺，將可聽不可見的樂音轉化為可

以目睹的畫面，從而引導讀者把聽不見的音樂“想”出來」15。譬如岑參〈秋夕

頁 1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年。
11 呂崇齡〈詩歌樂境的藝術表現手法〉，《昭通師專學報》，1999 年第 3 期，頁 40。
12 《全唐詩》卷一百三十三，頁 1357。本文引用《全唐詩》係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據揚州詩局本排
印之版本。後引亦同。

13 《全唐詩》卷二百六十五，頁 2947。
14 《全唐詩》卷五百七十五，頁 6695。
15 劉潔〈弦凝指咽聲停處，別有聲情一萬重──漫議唐代音樂詩的表現特徵〉，《甘肅廣播電視大
學學報》，2002 年第 3 期，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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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羅山人彈三峽流泉〉16，即以楚雲飄搖流蕩之姿，引領讀者想像旋律之開展

流動（「演漾怨楚雲」）；又以秋煙裊裊之形，比喻琴聲之輕柔舒緩（「虛徐韻

秋煙」）。又如郎士元〈聽鄰家吹笙〉，詩歌末尾以蘊含生命力之「疑有碧桃千樹

花」17，令讀者揣摩、想像音樂之延續、歡快。再如白居易〈小童薛陽陶吹觱

篥歌〉之「緩聲展引長有條，有條直直如筆描。下聲乍墜石沈重，高聲忽舉雲飄

蕭」18，則是藉由長直之筆劃，表達樂聲之徐緩悠長；並以巨石沉墜的景象，

描摹觱篥渾厚粗沉之低音，再以飄浮高空之雲朵，令人想像觱篥高亢嘹喨之高

音。

然而，「以形喻樂」之問題在於：詩人雖是運用讀者熟悉之物，將抽象難名

之音樂，予以具象化，但因每個人感受不盡相同，想像程度容或有異，是以，

對詩人所喻樂聲，難免體悟有別。

至於「以典喻樂」，本指詩人運用與音樂相關之典故，藉以暗喻樂聲之動人

悅耳、樂境之高妙雋永，或鋪陳音樂之巨大感染力。常見之音樂典故有伯牙鼓

琴、秦女吹簫、鳴琴廣陵、蔡女胡笳、子晉吹笙、顧曲周郎、湘妃寶瑟、昭君

琵琶、向秀鄰笛等等；由於此類典故濃縮相關之音樂神話、傳說，或歷史故事，

除了符合文學鎔鑄剪裁之考量外，亦便於熟知典故之讀者聯想其音樂情境或體

悟其情感，是故，「以典喻樂」常是詩人信手拈用之材料，譬如李白〈金陵聽韓

侍御吹笛〉之「王子停鳳管，師襄掩瑤琴」19，就以王子喬、師襄停奏之想像，

反襯韓侍御笛藝之動人與高妙。又如杜甫〈聽楊氏歌〉之「吾聞昔秦青，傾側

天下耳」20、張祜〈邊上逢歌者〉之「垂老秋歌出塞庭，遏雲相付舊秦青」21，

則是巧用古代善歌者秦青之事，盛讚演唱者歌聲之精妙絕倫。但是，自從李賀

〈李憑箜篌引〉運用其他非關音樂之典故，藉以表現演奏者之精湛技藝後，「以

典喻樂」就不再局限於只是與音樂相關之典故了。

雖然「以典喻樂」有利於詩歌語言力求精煉之特點，以及提供讀者想像樂

曲之思想內涵，或樂聲感人之程度，然而，實際檢視音樂詩中詩人所用之音樂

16 《全唐詩》卷一百九十八，頁 2048。
17 《全唐詩》卷二百四十八，頁 2786。
18 此詩題下作者自注：和浙西李大夫作。《全唐詩》卷四百四十四，頁 4971。
19 《全唐詩》卷一百八十四，頁 1877。
20 《全唐詩》卷二百二十二，頁 2361。
21 《全唐詩》卷五百十一，頁 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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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卻可察覺：「以典喻樂」往往是文學手法翻新之意，更勝音樂內涵之表達。

換言之，無論是「吾聞昔秦青，傾側天下耳」，抑或「垂老秋歌出塞庭，遏雲相

付舊秦青」，我們看到的是揉合典故以表意，但就瞭解音樂聲情之個別性與具體

性而言，仍顯不足，是以，音樂究竟有多宛轉、令人難忘？也只能任由每位讀

者憑藉自身感受與體驗，各自揣摩、臆度。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以聲喻樂」、「以形喻樂」、「以典喻樂」乃係唐人音

樂詩中，摹寫聲情之際，應用最為普遍，也最具代表性之三種手法。以下，將

分別就白居易〈琵琶行〉、韓愈〈聽穎師彈琴〉、李賀〈李憑箜篌引〉三詩，討

論詩人如何在初、盛唐詩人模擬聲情之基礎上，活用「以聲喻樂」、「以形喻樂」、

「以典喻樂」三法，而寫就後人所謂摹寫聲音之至文。

三‧〈琵琶行〉之於「以聲喻樂」

白居易〈琵琶行〉除了被譽為摹寫聲音三至文之一，亦擁有「千古第一音

樂詩」22之美名，由此不難想像其地位與價值。歷來論述此詩之研究者，多將

其成功歸於白氏對琵琶樂聲之精彩描繪，特別是「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

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等句，向被推為以詩歌語言摹擬

樂器聲情之經典，例如羅小平於《音樂與文學》中即云：「詩人白居易以『嘈嘈』

摹擬粗弦發聲的厚重、喧響，以『切切』摹擬細弦音響的尖細、急促，以『嘈

切』的交替來表現不同音高、色彩的聲音之對比、變化。這是以語言之聲模仿

樂器之聲的名句」23。誠然，此四句形容琵琶弦聲之精妙、逼真，自是不容置

疑，但鮮有論者注意到在白居易之前，顧況〈李供奉彈箜篌歌〉已有一段極為

絕妙之聲情摹寫，其詩如下：

……。起坐可憐能抱撮，大指調絃中指撥。腕頭花落舞製裂，手下鳥

驚飛撥刺。珊瑚席，一聲一聲鳴錫錫。羅綺屏，一絃一絃如撼鈴。急

彈好，遲亦好。宜遠聽，宜近聽。左手低，右手舉。易調移音天賜與。

大絃似秋雁，聯聯度隴關；小絃似春燕，喃喃向人語。手頭疾，腕頭

軟，來來去去如風卷。聲清泠泠鳴索索，垂珠碎玉空中落。美女爭窺

22 初國卿《唐詩賞論》，頁 319，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23 羅小平《音樂與文學》，頁 3，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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玳瑁簾，聖人卷上真珠箔。大絃長，小絃短，小絃緊快大絃緩。初調

鏘鏘似鴛鴦水上弄新聲，入深似太清仙鶴遊秘館。……。

（《全唐詩》卷二百六十五，頁 2947）

顧況此詩中，不僅包含演奏情態之描述、彈奏箜篌之手勢，同時，尚有箜

篌樂聲之摹寫，以及箜篌音樂之感人。自「大絃似秋雁，聯聯度隴關」至「聲

清泠泠鳴索索，垂珠碎玉空中落」，詩人亦藉語言之模擬，再現箜篌之聲情。

有趣的是：與白氏〈琵琶行〉比對，我們可發現〈琵琶行〉中「大弦嘈嘈如急

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與顧況〈李供奉

彈箜篌歌〉此段描寫極為相似，白氏「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無

異濃縮、變化了顧況「大絃似秋雁，聯聯度隴關，小絃似春燕，喃喃向人語」

等句；而「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與「手頭疾，腕頭軟，來來去

去如風卷。聲清泠泠鳴索索，垂珠碎玉空中落」，亦有異曲同工之妙，前者形容

琵琶女之手在大、小弦之間，來回彈奏造成之聲情。後者則是掌握了李憑彈奏

箜篌之手來回弦上之姿，以及指下流瀉出之泠泠樂聲，「大珠小珠落玉盤」活脫

就是從「垂珠碎玉空中落」衍化而來。其實，以珠玉比喻弦樂器之音色、樂聲，

乃係唐人音樂詩中常見者，除了顧況「垂珠碎玉空中落」以外，韋應物「千珠

貫斷落寒玉」（〈五弦行〉）、白居易「跳珠撼玉何鏗錚」（〈霓裳羽衣歌〉）、張祜

「萬顆真珠瀉玉瓶」（〈楚州韋中丞箜篌〉）、李宣谷「似擲細珠鳴玉上」（〈聽蜀

道士琴歌〉）、無名氏「玉盤傾瀉真珠滑」（〈琵琶〉）等皆屬之。但白氏之勝在於：

將珠玉之喻，繫聯琵琶大、小弦之音色對比，從而勾勒出更加鮮明之聲情意象。

雖然，歷來罕見學者將此二詩描寫音樂之手法相互比較論述，但透過上舉

詩例之比對，的確可見白氏沿襲顧況〈李供奉彈箜篌歌〉之跡。再者，早於白

氏〈琵琶行〉之元稹〈琵琶歌〉24，亦有大量關於琵琶聲情之摹寫，其詩云：

……管兒為我雙淚垂，自彈此曲長自悲。淚垂捍撥朱弦溼，冰泉嗚咽

流鶯澀。因茲彈作〈雨霖鈴〉，風雨蕭條鬼神泣。一彈既罷又一彈，

珠幢夜靜風珊珊。低回慢弄〈關山〉思，坐對燕然秋月寒。月寒一聲

深殿磬，驟彈曲破音繁併。百萬金鈴旋玉盤，醉客滿船皆暫醒。……

管兒還為彈〈六么〉，〈六么〉依舊聲迢迢。猿鳴雪岫來三峽，鶴唳

24 元稹〈琵琶歌〉作於元和五年，而白居易〈琵琶行〉作於元和十一年，故謂元氏〈琵琶歌〉
早於白氏〈琵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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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空聞九霄。逡巡彈得〈六么〉徹，霜刀破竹無殘節。幽關鴉軋胡雁

悲，斷弦砉騞層冰裂。我為含悽歎奇絕，許作長歌始終說。……。

（《全唐詩》卷四百二十一，頁 4629）

若以元詩中「冰泉嗚咽流鶯澀」、「霜刀破竹無殘節」、「斷弦砉騞層冰裂」

等句，對照白氏〈琵琶行〉之「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難。水泉冷澀

弦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缾乍破水漿

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數句，不難察覺：兩者對於琵琶音樂行進過程中，樂聲

所呈現之幽咽，以及樂曲將了之際，旋律催快、節拍急促至戛然而止之聲情，

所用詩歌語言其實是極為相似的，但從相似中又可觀察到白氏加以剪裁、更見

精細之功。

儘管從上述詩例中，皆可見白氏〈琵琶行〉沿襲前人之處，但白氏摹寫聲

情仍有突破之處：一是超越了前人之比擬，深化了音樂之內容。所以，同是珠

玉之喻，卻可見到詩人利用「琵琶音質顆粒狀不連續音」之特點，以「大珠小

珠落玉盤」之相似聯想，襯托出琵琶大、小弦之音色效果25。

二是白氏擴大了音樂詩中「以聲喻樂」之範疇。從初、盛唐詩人運用「以

聲喻樂」之手法可發現：「以聲喻樂」中使用得較為普遍的是風聲、雨聲、龍吟、

虎嘯、鳳鳴、猿啼、鶯囀、燕語等自然聲響或動物叫聲，但白氏卻別出心裁地

運用銀缾、鐵騎、刀槍等詞，形容樂曲曲破之聲情；同時，對於前人「以聲喻

樂」中常用之雨聲、鶯囀，也能深化為琵琶音色之顯現，或帶出旋律行進之變

化，如「大弦嘈嘈如急雨」、「間關鶯語花底滑」，除了再現詩人當時聆聽琵琶樂

聲之臨場感外，亦為「以聲喻樂」之描寫手法，提供另闢徯徑之可能。

三是白氏兼及技法與樂曲之對應。細繹〈琵琶行〉之內容，我們可以見識

到白氏將樂曲之來歷、特點、唱奏技法等較專業之音樂知識融入詩歌語言之本

領，自「轉軸撥弦三兩聲」至「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為〈霓裳〉後〈六么〉」，

詩人描摹了琵琶女於正式演奏前之調音動作，以及琵琶女彈奏〈霓裳〉、〈六么〉

二曲之情態，並兼及彈奏技法與樂曲行進之對應26。而後「大弦嘈嘈如急雨，

25 參閱李時銘教授《詩歌與音樂論稿》，頁 110，臺北：里仁書局，民國九十三（2004）年八月二
十日初版。

26 關於白居易〈琵琶行〉中演奏技法與樂曲之對應探討，可參看李時銘教授〈白居易「琵琶行」
樂論之二──演奏技法與音樂表現〉，收錄於《詩歌與音樂論稿》，頁 104-108，臺北：里仁書局，
民國九十三（2004）年八月二十日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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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弦切切如私語。……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詩人則是運用各種

比喻，鋪展〈霓裳〉、〈六么〉之曲調變化，意即：詩人藉由「大弦嘈嘈如急雨，

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之描寫，呈現〈霓裳〉

之音色變化與節奏形式。再以「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難。水泉冷澀

弦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之敘述，表現〈霓裳〉於曲破之後將近曲終之效果。

繼而以「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

帛」，刻畫〈六么〉曲破部分激越昂揚之聲情，以及琵琶女強而有力結束樂聲之

手法。這段精彩之音樂描繪，極有利於讀者透過文字之描述，藉由想像與聯想，

身歷其境地感知詩人當時聆聽之琵琶演奏。

相較於白氏以前音樂詩之描寫，白氏〈琵琶行〉不僅益加細膩、具體，同

時在音樂內容之深度上，也超越了初、盛唐之音樂詩作。即使詩中難免出現沿

襲前人之比喻，亦能加以變換而不落前人窠臼。更重要的是，在「以聲喻樂」

之外，讀者可以看到相對完整之演奏過程與內容。相較於白氏之前，大多數詩

作喜著墨於音樂感染力之鋪寫，〈琵琶行〉無疑為音樂詩之寫作指出一條新路。

此詩影響所及，是使同時或中唐以後之詩人寫作類似主題之音樂詩時，不僅音

樂主題愈見明確，詩中關涉音樂之內容亦愈趨豐富，譬如中唐詩人李紳〈悲善

才〉：

……東頭弟子曹善才，琵琶請進新翻曲。翠蛾列坐層城女，笙笛參差

齊笑語。天顏靜聽朱絲彈，眾樂寂然無敢舉。銜花金鳳當承撥，轉腕

攏弦促揮抹。花翻鳳嘯天上來，裴回滿殿飛春雪。抽弦度曲新聲發，

金鈴玉佩相瑳切。……。 （《全唐詩》卷四百八十，頁 5465）

又如晚唐詩人張祜〈王家琵琶〉：

金屑檀槽玉腕明，子弦輕撚為多情。只愁拍盡〈涼州〉破，畫出風雷

是撥聲。 （《全唐詩》卷五百十一，頁 5844）

再如無名氏〈琵琶〉：

粉胸繡臆誰家女，香撥星星共春語。七盤嶺上走鸞鈴，十二峰頭弄雲

雨。千悲萬恨四五弦，弦中甲馬聲駢闐。山僧撲破琉璃缽，壯士擊折

珊瑚鞭。珊瑚鞭折聲交戛，玉盤傾瀉真珠滑。海神驅趁夜濤回，江娥

蹙踏春冰裂。滿坐紅妝盡淚垂，望鄉之客不勝悲。曲終調絕忽飛去，

洞庭月落孤雲歸。 （《全唐詩》卷七百八十五，頁 8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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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列舉詩作，我們可以察覺到兩個現象：首先，相對於中唐以前之琵

琶詩，詩人們已能準確掌握音樂主題，並不再離題空衍。以李紳〈悲善才〉而

言，詩中內容涵蓋曹善才之傑出技藝、演奏情態，眾器配樂、音樂感染力等；

張祜〈王家琵琶〉更是句句緊扣琵琶主題；無名氏〈琵琶〉亦著重於演奏者之

琵琶聲情與感染力之鋪寫。其次，詩中對琵琶演奏之技法與詮釋，亦呈現相對

深度。無論是李紳〈悲善才〉之「轉腕攏弦促揮抹」，抑或張祜〈王家琵琶〉之

「子弦輕撚為多情。只愁拍盡〈涼州〉破，畫出風雷是撥聲」，皆比「聲逐朱弦

中」（陳叔達〈聽鄰人琵琶〉）、「掩抑危絃咽又通」（羊士諤〈夜聽琵琶〉三首之

一）等描寫，具體明確且符應琵琶特色。

此外，於白氏〈琵琶行〉後，多數以琵琶、五弦為主題之音樂詩，亦無法

避免攏撚、畫撥、破、迸、裂等字詞之運用；更有甚者，其後以琴、箏類為題

之詩，亦得見到迸泉、水迸之喻，如晚唐詩人李宣古〈聽蜀道士琴歌〉之「蒼

崖劈裂迸碎泉」27、方干〈聽段處士彈琴〉之「泉迸幽音離石底」28、皎然〈觀

李中丞洪二美人唱歌軋箏歌〉之「蹙響時時如迸泉」29等。凡此，不能不說是

白氏〈琵琶行〉之影響，或可謂白氏〈琵琶行〉，無形中亦為中唐以後音樂詩之

寫作，建立了得以臨摹之範本。

四‧〈聽穎師彈琴〉之於「以形喻樂」

唐代音樂詩中，以琴為題者，約佔五分之一30，可說是唐代音樂詩裏極為

重要之創作主題，佳作名篇亦不少，如李白〈聽蜀僧濬彈琴〉、岑參〈秋夕聽羅

山人彈三峽流泉〉、李冶〈從蕭叔子聽彈琴賦得三峽流泉歌〉、韓愈〈聽穎師彈

琴〉、白居易〈好聽琴〉等。而韓愈〈聽穎師彈琴〉得以凌駕李白、白居易之琴

詩，被方扶南奉為摹寫聲音三至文之一，或許除了歐陽修所謂此詩「最奇麗」31

27 《全唐詩》卷五百五十二，頁 6393。
28 《全唐詩》卷六百五十一，頁 7478。
29 《全唐詩》卷八百二十一，頁 9262。
30 據拙著《唐代音樂詩研究》之「唐代音樂詩內容分類表」統計。詳見《唐代音樂詩研究》，頁

235-236，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年。
31 蘇軾〈水調歌頭〉序，有云：「歐陽文忠公嘗問余：『琴詩何者最善？』答以『退之〈聽穎師琴〉
詩最善』。公曰：『此詩最奇麗，然非聽琴，乃聽琵琶也。』余深然之。……。」（世界書局主編
《全宋詞》，頁 280，臺北：世界書局，民國七十三年三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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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韓愈「不著一個“樂”字，卻利用藝術通感把難於捕捉的聲音特點轉化為

視覺形象」32，係主因所在。

在唐代音樂詩之摹寫技巧中，藉由各種事物之動態描繪，將樂聲轉化為生

動可感之形象，本係詩人常用摹聲手法之一。如韋應物於〈五弦行〉中，以「如

伴風流縈豔雪，更逐落花飄御園。獨鳳寥寥有時隱，碧霄來下聽還近」33數語，

形容樂曲中段之悠揚宛轉，並令人心想其如此。盧仝〈聽蕭君姬人彈琴〉則以

「初時天山之外飛白雪，漸漸萬丈澗底生流泉」34等比喻，形容琴聲由輕柔而逐

漸增強之感。從這些詩例中，我們得以見識到：作為聆聽者之詩人，發揮想像

或聯想，將外在樂聲之刺激，藉由文字創造之畫面，用以比喻旋律之高低起伏，

或樂音之強弱變化。而在唐代眾多詩人與音樂詩作中，韓愈〈聽穎師彈琴〉無

疑是將「以形喻樂」手法運用得最為淋漓盡致者。

韓愈此詩，其實兼具「以聲喻樂」、「以形喻樂」與詩人感受，儘管詩人對

這三部分之掌握極為得體，但「將聽覺形象轉化為視覺形象，互相融透」35，

而成功地以文字描寫音樂，向是此詩備受肯定與讚頌之因。這或許也是韓愈〈聽

穎師彈琴〉得以在唐代為數不少之琴詩中，脫穎而出之緣由。

不過，細繹韓愈〈聽穎師彈琴〉，詩中「以形喻樂」之意象組合，仍以沿襲

前人者居多，例如浮雲、柳、鳳凰等。然而，此詩可貴處在於：韓愈並非全然

相襲，而是別出機杼地再創深意，並結合古琴之音域加以發揮。首先，就浮雲

之意象而言，乃係音樂詩中常見之語，或用以比喻音樂感染力之無以復加，例

如李頎〈聽董大彈胡笳聲兼寄語弄房給事〉之「萬里浮雲陰且晴」36、韋應物

〈樂燕行〉之「一彈和妙謳，吹去繞瑤臺。豔雲凌空散」37；或用以形容樂聲

之流動自然，譬如岑參〈秋夕聽羅山人彈三峽流泉〉之「演樣怨楚雲」38。但

韓愈卻能活用浮雲飄浮不定、優游天地之特質，帶出古琴音域寬廣之特點。眾

32 靳學東《中國音樂導覽》，頁 69，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33 《全唐詩》卷一百九十五，頁 2005。
34 《全唐詩》卷三百八十九，頁 4389。
35 彭慶生‧曲令啟《唐代樂舞書畫詩選》，頁 18，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36 《全唐詩》卷一百三十三，頁 1357。
37 《全唐詩》卷一百九十五，頁 2008。
38 《全唐詩》卷一百九十八，頁 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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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熟知：古琴之音域「共含四個八度外加一個大二度」39，相較於唐代之箏與

琵琶類樂器，古琴之音域算是相對寬廣。只是，在唐代琴詩中，描寫琴曲意境、

琴聲感染力、琴樂教化等內容，仍是多數詩人著眼者，因此，韓愈於〈聽穎師

彈琴〉中，將自身聽到之古琴表演，經由想像、聯想，化作比喻以形之，在表

達出琴樂飄忽悠揚之際，又兼顧古琴音域造成之豐富表現力，就呈現出與眾不

同之處。

再者，就鳳凰之意象來說，亦常見於音樂詩之內容，不過，詩作中有時獨

見鳳字之形容，有時鳳凰又作鳳皇。譬如，詩人或藉鳳凰之聲以喻樂音之獨特、

嘹亮，例如「新聲傳鳳凰」（司空曙〈同張參軍喜李尚書寄新琴〉）、「九雛鳴鳳

亂啾啾」（李頎〈聽安萬善吹觱篥歌〉）。或藉孤鳳之形象，暗喻樂聲大小遠近之

變化，例如「獨鳳寥寥有時隱，碧霄來下聽還近」（韋應物〈五弦行〉）。

雖然，在〈聽穎師彈琴〉中，韓愈依舊未避免沿用鳳凰之意象，但他卻利

用「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皇。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之形象，

表達出琴聲在宏亮喧鬧中，一變而為尖細高亢，瞬間又變為渾厚低沉。其中，「躋

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不僅生動地描繪出音樂旋律之巨大起伏，亦

藉由文字想像，點出古琴音域寬廣之屬性。

只是，關於上述幾句詩，曾有詩評家謂韓愈詩中之文字摹寫，實際是與古

琴之彈奏技法相綰合的，例如宋‧許顗《彥周詩話》有載：

韓退之〈聽穎師彈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

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泛聲中

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

聲也。僕不曉琴，聞之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工。」40

又如清‧薛雪《一瓢詩話》曾道：

〈穎師彈琴〉，是一曲泛音起者，昌黎摹寫入神，乃以『昵昵』二語，

為似琵琶聲，則『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除卻吟綽注，

39 曾遂今《消逝的樂音──中國古代樂器鑑思錄》，頁 29，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 年 7 月
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40 宋‧許顗《彥周詩話》，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本，頁 392-393，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1
年 4 月第 1 版，1992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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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無可以形容，琵琶中亦有此耶？」41

許顗、薛雪之言，或可謂二人對〈聽穎師彈琴〉之理解，但如此推論似乎

尚有商榷之空間。首先，唐人彈奏古琴之指法，是否自宋至清全然傳承而未變？

若否，那麼許顗、薛雪所謂詩中某句詩，即是某指法之對應，就無法成立。再

者，韓愈於詩中，並未明確指出穎師彈奏之曲為何？雖說泛聲、指聲、吟繹聲、

順下聲等，皆是彈奏古琴之基本指法，但在未知曲名之情況下，貿然加以綰合，

焉知不會產生失蹄之誤。此外，從唐代音樂詩中，我們不難發現：每首詩其實

都蘊含著詩人自我主觀之感受與想法，是以，詩人形諸文字之聲情，不見得全

然是彈奏者所欲表達情感之再現，亦不見得與彈奏者之技法相應無誤。雖然，

我們可以大致歸納古琴指法之主要特色，如「古琴的散音嘹亮、渾厚，宏如銅

鐘。泛音透明如珠，深遠純潔。高音區輕清鬆脆，中音區明亮鏗鏘，按音演奏

發音堅實明朗」42。但不同的樂曲內涵，相異的演奏者，皆可能產生迥異之效

果。更何況文學作品尚有剪裁、存菁之考量，若真如許顗、薛雪所云，此詩想

像之韻味，怕也蒼白而無蘊藉了。

韓愈此詩最為人稱道者，莫過於詩中一連串「以形喻樂」手法之生動、傳

神，儘管同樣沿用唐人「以形喻樂」之寫作手法，也出現前人常用之浮雲、鳳

凰等詞語，但韓愈卻能加以翻新而不相襲；並通過自身之感受，集中心力書寫

琴聲音律之變換，從而烘托出穎師琴藝之高妙，通篇筆法不僅層次豐富，連綿

不絕之音樂形象，更是描述得入木三分。相較於盛唐詩人李頎、岑參之作，詩

中僅見二、三句「以形喻樂」之摹寫，韓愈〈聽穎師彈琴〉無疑提高了「以形

喻樂」之書寫層次；其後，白居易〈小童薛陽陶吹觱篥歌〉43，晚唐詩人如秦

韜玉〈吹笙歌〉44、吳融〈李周彈箏歌〉45、韋莊〈贈峨嵋山彈琴李處士〉46等

作，對「以形喻樂」之大幅使用，或許無形中亦受到韓愈〈聽穎師彈琴〉之啟

迪。綜言之，此詩描摹穎師琴樂多采多姿之旋律與變奏，不僅是唐人琴詩寫作

41 清‧薛雪《一瓢詩話》，《清詩話》本，頁 699，臺北：木鐸出版社，民國 77 年 9 月初版。
42 同註 39。
43 《全唐詩》卷四百四十四，頁 4971。
44 《全唐詩》卷六百七十，頁 7662。
45 《全唐詩》卷六百八十七，頁 7898。
46 《全唐詩》卷七百，頁 8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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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可多得之作，亦可謂「古今絕唱」47。

五‧〈李憑箜篌引〉之於「以典喻樂」

唐代詩人歌詠箜篌名家李憑之詩篇，除了眾人耳熟能詳之李賀〈李憑箜篌

引〉外，尚有顧況〈李供奉彈箜篌歌〉、楊巨源二首〈聽李憑彈箜篌〉，前者對

李憑彈奏箜篌之技法、樂曲旋律、感染力多所著墨，書寫模式有類於白居易〈琵

琶行〉；後者則是要言不煩地讚揚李憑箜篌音樂感人之深。而李賀〈李憑箜篌引〉

之所以備受稱譽，關鍵在於此詩「出神入幽，無一字落恒人蹊徑」48。李賀之詩

風向以險怪著稱，從詩評家所言「幽深詭譎」49、「造語入險」50、「意取幽奧，

辭取瑰奇」51等語，不難整合李賀詩作之特色。同樣地，此一風格亦見於〈李

憑箜篌引〉。

靳學東曾經說過：「李賀的〈李憑箜篌引〉……在描繪其演奏的時候，既不

對其技藝加以評判，也不描述詩人的自我感受，而是以一連串的“典故”把你帶

進色彩奇幻的樂聲想像之中」52。誠然，〈李憑箜篌引〉的確是李賀運用典故以

成篇之作，不過，此詩除了以典喻樂之手法外，亦可見以聲喻樂（「崑山玉碎鳳

皇叫」）、以形喻樂（「芙蓉泣露香蘭笑」）之運用，只是，相較於以典喻樂之精

彩，這兩種手法反而為人所忽略了。

其實，唐人於音樂詩中喜用典故之習，由來已久，因其對不諳音樂之詩人，

提供了一個簡便且不至於偏離主旨之寫作手法。同時，在初、盛唐音樂詩之寫

作未達巔峰之際，以典故入音樂詩，往往是詩人習用且常見之筆法，例如楊師

道〈詠琴〉之「齊娥初發弄，趙女正調聲」53、李嶠〈瑟〉之「伏羲初製法，素

47 朱彝尊曾謂韓愈〈聽穎師彈琴〉：「寫琴聲之妙入髓，又一一皆實境。……可謂古今絕唱。」見
《昌黎先生詩集》注，唐‧韓愈撰，清‧顧嗣立刪補、朱彝尊、何義門評。（清光緒九年廣州翰
墨園刊朱墨藍三色套印本）。

48 高步瀛選注《唐宋詩舉要》，頁 276，臺北：里仁書局，民國九十三（2004）年九月十五日初版。
49 清‧姚文燮《昌谷集注》序，《唐詩彙評》本，頁 1939，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年 5 月
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50 清‧葉燮《原詩‧外篇》下，卷四，《清詩話》本，頁 604，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 年。
51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五（1976）年，臺一版。
52 同註 32。
53 《全唐詩》卷三十四，頁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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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昔傳名」54、劉允濟〈詠琴〉之「巴人緩疏節，楚客弄繁絲」55、王無競〈鳳

臺曲〉之「鳳臺何逶迤，嬴女管參差」56等等。不過，在這些詩作中，詩人多數

就詩題援引相關典故，用以強化讀者心中既定意象，以達言簡意賅之效，而鮮

少將音樂典故與演奏者當下之音樂表演繫聯。

李賀〈李憑箜篌引〉則是整合了典故與音樂兩者之關連性。雖然，此詩一

開始仍未免俗地使用音樂詩中慣用之典故，如響遏行雲以及傳說中之神女，而

寫下「空山凝雲頹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兩句，但李賀此二句卻能擺脫

前人一味依循音樂典故之原意，而將原本形容歌聲美妙、擅鼓瑟女神之用語，

藉以挪用、反襯箜篌樂聲之精妙，從而顛覆常人印象中之固有認知。是以，「空

山凝雲頹不流」就比「響發行雲駐」（李嶠〈歌〉）、「欲繞行雲不遣飛」（顧況〈王

郎中妓席五詠──歌〉）更見新意。又如音樂詩中為人熟知之「瓠巴鼓瑟而鳥舞

魚躍」（《列子‧湯問》）、「瓠巴鼓瑟而沉魚出聽」（《荀子‧勸學》），李賀就將其

脫化為「老魚跳波瘦蛟舞」，雖然同是用以形容樂聲之巨大感染力，但李賀用典

之靈活多變，於此已見一斑。

此外，李賀於詩中活用其他非關音樂之典故，加以渲染鋪排箜篌音樂之奇

妙，可說是李賀想像獨特，凌駕其他詩人之關鍵。詩中「女媧鍊石補天處，石

破天驚逗秋雨」、「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腳斜飛溼寒兔」數句，不僅語詞新意層

出，更表達了李憑神乎其技之演奏。高棅於《唐詩品匯》中曾提及：「『石破天

驚』過於繞梁遏雲之上」57，此語可謂極有見地，因為，以音樂典故入音樂詩，

乃係詩人們熟悉之技法，但將非關音樂之典故，幻化而為樂聲之精彩絕倫，則

係李賀獨到之處。雖然，全詩罕見正面摹寫聲情者，但詩中全是對李憑箜篌音

樂精妙絕倫之肯定，詩人用典之變化萬千、想像之神奇巧妙，除了「大大豐富

了詩歌的表現力，開闊了音樂表現的領域，增強了語言的感情力量」58，亦有

助於後人創作音樂詩時，得以跳脫既定之常規，而另謀新奇之喻。是以，李賀

之後，詩人以詩歌語言表達音樂之動心駭聽，亦愈益傳神、靈巧。例如中唐詩

54 《全唐詩》卷五十九，頁 709。
55 《全唐詩》卷六十三，頁 745。
56 《全唐詩》卷六十七，頁 761。
57 明‧高棅《唐詩品匯》，臺北：學海出版社，民國七十二（1983）年出版。
58 傅正谷《唐代音樂舞蹈雜技詩選釋》，頁 200，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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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盧仝〈聽蕭君姬人彈琴〉之「蔡琰薄命沒胡虜，鳥梟啾唧啼胡天。關山險隔

一萬里，顏色錯漠生風煙。形魄散逐五音盡，雙蛾結草空嬋娟。中腹苦恨杳不

極，新心愁絕難復傳」59，雖然亦用蔡琰舊典，但其後「形魄散逐五音盡」數

句，不僅深化了蔡琰之典，更充分展現出彈琴者與聆聽者之間的交流與共鳴。

又如晚唐韋莊〈贈峨嵋山彈琴李處士〉中，形容樂聲感染力時，所云「吟蜂繞

樹去不來，別鶴引雛飛又止。錦麟不動惟側頭，白馬仰聽空豎耳」60，固然也

見「六馬仰秣」之化用，但詩人分以吟蜂、別鶴、錦麟之動作，反襯樂聲之優

美動聽，就令人耳目一新。

總言之，李賀〈李憑箜篌引〉之奇思幻想、玄妙譬喻，確實是唐代音樂詩

中難得一見之佳作，雖然，就瞭解箜篌音樂之個別性與具體性而言，尚嫌不足，

但是，就「以典喻樂」之創作手法而言，李賀用事脫化，意舊語新之功力，仍

是值得肯定的。

六‧結語

雖然，白居易〈琵琶行〉、韓愈〈聽穎師彈琴〉、李賀〈李憑箜篌引〉，向來

受到不少關注，但多數學者係就三詩各自論述其特點，鮮少注意到此三詩摹寫

聲情之法，在唐代音樂詩之發展歷程中，既有取法前人處，亦有加以創新者；

有寫作具體化之表徵，亦有樹立典範之功。

本文透過相關詩作之舉證，一方面整合了唐代音樂詩摹寫聲情之法，一方

面論述了〈琵琶行〉、〈聽穎師彈琴〉、〈李憑箜篌引〉於「以聲喻樂」、「以形喻

樂」、「以典喻樂」之沿襲、運用與超越；同時，並兼及此三詩無形中對中、晚

唐其他詩人音樂詩寫作之影響，大致結論如下：

（一）清人方扶南將白居易〈琵琶行〉、韓愈〈聽穎師彈琴〉、李賀〈李憑

箜篌引〉喻為唐代「摹寫聲音至文」，雖係個人審美觀點，但方氏所謂「韓足以

驚天，李足以泣鬼，白足以移人」之語，卻也從詩歌內容與寫作手法上，明確

點出三位詩人創作之生花妙筆與藝術特色。

59 《全唐詩》卷三百八十九，頁 4389。
60 《全唐詩》卷七百，頁 8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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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聲喻樂」之摹寫手法，雖非始自白居易，但白氏〈琵琶行〉卻是

將此一手法運用得最為具體、淋漓之作。不僅在音樂內容之書寫上，凌駕初、

盛唐之音樂詩作，更重要的是，為音樂詩之寫作指出向上新路。此詩影響所及，

是使同時或中唐以後之詩人寫作音樂詩時，不僅音樂主題愈見鮮明，詩中關涉

音樂之內容亦愈趨豐富；甚至，為文學與音樂之綰合書寫，建立了得以臨摹之

範本。

（三）韓愈〈聽穎師彈琴〉最為人稱道者，雖為詩中一連串「以形喻樂」

手法之生動、傳神，但詩中亦見「以聲喻樂」與「詩人感受」之交錯運用；儘

管詩作內容偶見沿襲前人用語，但韓氏卻能別出機杼，於琴樂聲情、旋律變化

中，烘托演奏者之絕妙技藝。此詩不僅成為唐人琴詩中不可多得之作，亦無形

中影響了中、晚唐其他詩人，對「以形喻樂」手法之模仿運用。

（四）李賀〈李憑箜篌引〉可說是「摹寫聲音三至文」中，唯一同時運用

「以聲喻樂」（「崑山玉碎鳳皇叫」）、「以形喻樂」（「芙蓉泣露香蘭笑」）、「以典

喻樂」之作。但因「以典喻樂」之奇思幻想、玄妙譬喻，過於精彩，反令人忽

略了前二者。雖然，揉合音樂典故以入詩，乃係唐人音樂詩創作之習，但化用

非關音樂之典故，則係李賀〈李憑箜篌引〉高妙之處。儘管此詩對實際之音樂

演奏所知有限，但李賀跳脫常規、另謀出路之創作筆法，仍是唐代音樂詩中難

得一見之佳作。

（五）同是讚賞演奏者之精湛技藝與音樂造詣，白居易〈琵琶行〉著重於

琵琶聲情之特色與變化，韓愈〈聽穎師彈琴〉側重於琴聲旋律之起伏與抑揚，

李賀〈李憑箜篌引〉著力於音樂感染力之無窮想像。白、韓、李三人，不僅將

摹寫聲情手法運用得出神入化，在為音樂詩之書寫開創更多可能性之同時，亦

使某些詞語或寫作手法，成為中、晚唐其他詩人音樂詩寫作，模擬沿襲之依據。

無論是從詩歌內容、寫作筆法或創意新穎任一面向思之，三詩俱有可觀與可圈

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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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白居易〈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弦。醉不成歡慘

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琶琵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

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迴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弦弦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

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為霓裳後六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

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難。

水泉冷澀弦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缾乍破水

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東舟西舫悄無言，唯見

江心秋月白。沈吟放撥插弦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

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伏，妝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

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雲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汙。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

春風等閒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

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夢少

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

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

住近湓江地低溼，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

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為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

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卻坐促弦弦轉急。

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

韓愈〈聽穎師彈琴〉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

飛揚。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皇。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嗟余有兩耳，

未省聽絲篁。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溼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無

以冰炭置我腸。

李賀〈李憑箜篌引〉

吳絲蜀桐張高秋，空山凝雲頹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憑中國彈箜篌。崑山玉碎鳳

皇叫，芙蓉泣露香蘭笑。十三門前融冷光，二十三絲動紫皇。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

天驚逗秋雨。夢入坤山教神嫗，老魚跳波瘦蛟舞。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腳斜飛溼寒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