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群玉《石頭城》賞析 

H-B2-1133-1 陳嘉琦 

H-B2-1187-1 李美琪 

一、 作者生平 

李群玉，字文山，唐代澧州（治所在今湖南澧縣）人。約生於唐憲宗元和

三年（808），卒於唐懿宗鹹通（862）前後。早年發奮讀書，好吟詩，善吹笙，

工書法。1杜牧之（即杜牧）遊澧，勸赴舉，一上而止，唯吟詠自適。裴休(791-864)

廉察湖南，厚延致之。及為相，與令狐綯薦之。群玉至京，進詩三百篇，授弘文

館校書郎。未幾，乞假歸，過洞庭，經二妃廟，因題詩褻神，為鬼魅所惑，歿於

洪井。2由於他出身卑微、仕途不顯，未為當時所重，直到死後四十年，即唐昭

宗光化三年( 900) , 才追賜進士及第。3
 

 

二、 文學成就 

李群玉的詩歌現存 267 首，另斷句 2 聯，嶽麓書社出版羊春秋先生輯注的

《李群玉詩集》收集最全。《全唐詩》收其詩 258 首，所收數量在唐代湘籍詩人

中僅次於晚唐著名詩僧齊己(863-937)占第二位；《沅湘耆舊集》錄其詩 154 首，

也是收得較多的詩人。在唐人選唐詩的《又玄集》和在《調集》中選有其詩。4大

中八年，宰相令狐綯舉薦詩人，並於《薦處士李群玉狀》中稱贊他有：「佳句流

傳於眾口，芳聲籍甚於一時」。他死後，段成式、周樸等詩人皆有詩吊言。周朴

在《吊李群玉》則稱：「群玉詩名冠李唐，投詩換得校書郎。」由此可見，李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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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在晚唐文壇中的地位和影響是相當受矚目的。 

李群玉一生鬱鬱不得志，於是對仕途並不著意追逐。故他的詩內容大都不豐

富，也沒有寫重大的題材。他的生活大都在湖南老家中度過，或是漫遊各地，遊

覽祖國大好河山。所以他的詩對自然景觀、社會生活等都有細緻獨到的描寫。 

細分之下，詩歌內容上大致有幾類，其中以「詠史覽勝借景抒情」、「歌頌勞

動人民智慧」、 「借物詠志」、「送別友人」和「飲酒消憂」等內容的詩為眾人所

讚賞居多，如：《讀賈誼傳》、《石門戍》、《引水行》除此之外，他的詩內容還涉

及帝王、公卿、歌妓、漁民等人物。5
 

從詩的藝術特色上說，李群玉詩歌風格是沉鬱悲涼。相信這都與他坎坷淒涼

的人生經歷有著直接的聯繫。「艱哉水投石，壯志空難藏」，他不是沒有壯志抱負，

只是有志難酬。所以他的詩有一種壓抑的感情，表現著一種強烈的嚮往，6同時

又缺乏一種積極向上鼓舞人的力量。李群玉擅於從詩人的角度出發，仔細地觀察，

將這些人和物盡收詩裏。無論是遊山玩水、送別友人、借酒消愁，或是描繪當時

那個動蕩不堪的時代，都真摯地表現了各種強烈的感受。 

另外，值得稱讚的是李群玉在用典方面的成就。與李商隱相比，李群玉用典

使詩歌表現出一種恰到好處的深婉之情，使情思、意境都籠罩著朦朧的面紗的同

時，也恰恰少了李商隱冷僻晦澀之病。詩人不僅工於用典，同時也善於白描，細

細品味他樸素、自然的語言，反倒別有一番味道。 

詩人所處時代的種種動亂，當時知識份子的彷徨鬱悶，詩人自身思想的局限，

生活圈子的狹窄，讓他的詩反映出來的正正「一半是委屈和不平，一半是空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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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7。沒有高遠的思想境界，即使在觀察和描寫上都頗有造詣，他終究不能

在這個詩歌鼎盛的時代，成為唐代一流詩人。 

 

三、 寫作背景 

根據王達津先生在其《李群玉生平系年》一文中提及：開成三年（837）到

開成三年（838），李群玉二十六、七歲，遊吳越，有詩可證的只有《江南》《秣

陵懷古》《石頭城》《金山寺石堂》等，不見有入越詩，可能未入越。8那麼便可

以肯定《石頭城》一詩是於此時期寫下的。 

李群玉生於晚唐，一生歷憲宗到懿宗共六主。安史之亂後，唐代局勢動搖，

加上地方藩鎮割據，朝內牛李黨爭，宦官專權，以至朝政腐敗，社會亦千瘡百孔。

翰林學士劉允章在《直諫書》中寫道：「終年聚兵，一破也。蠻夷熾興，二破也。

權豪奢僭，三破也。大將不朝，四破也。廣造佛寺，五破也。賂賄公行，六破也。

長吏殘暴，七破也。賦役不等，八破也。食祿人多，輸稅人少，九破也。」當時

唐朝已岌岌可危，從上述資料可推斷作者大抵在這時局動盪、民生困苦的情況寫

下這首詩。  

唐朝是一個詩的國度，名家輩出。作者身處的中晚唐時期，李白、杜甫等著

名詩人均已離世，而當時較著名的詩人有杜牧、李商隱、溫庭筠等，由於朝政的

衰敗，他們已經放棄了對現實的努力，詩中逃避對現實的思考和責任。 

 

四、 詩律 

伯業隨流水，寒蕪上古城。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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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空橫海色，斷岸落潮聲。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八極悲扶拄，五湖來止傾。 

仄仄平平仄  仄平平仄平 

東南天子氣，掃地入函京。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這首詩五個字一句，共有八句。押韻、對仗、平仄均符合五言律詩的原則，

所以《石頭城》應為五言律詩。 

五言律詩對押韻的位置也有嚴格要求，例如押韻應有固定位置，即偶數句押

韻；且要求用韻只能押平聲韻。其第一句，多數是不押韻的，在本詩中第一句結

尾的水（seoi）同樣沒有押韻。第二、四、六、八句的最後一字皆押韻，其所使

用的韻是八庚，屬下平聲，即城（sing）、聲（sing）、傾（king）和京（ging）。 

五言律詩還要求頷聯和頸聯對仗，本詩「長空橫海色，斷岸落潮聲」、「八極

悲扶拄，五湖來止傾」中，「長空」與「斷岸」、「八極」與「五湖」均為名詞對

仗；而「橫」對「落」、「海色」對「潮聲」等等，故該詩符合此對仗原則。 

至於平仄方面，五言律詩的平仄有四個基本句式： 

①仄仄平平仄； ②平平仄仄平；③平平平仄仄；④仄仄仄平平 

分別用這四種句式作為五言律詩的第一句，可以構成四種平仄格式。以「仄

仄平平仄」為首句的格式為： 

○仄 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平 平平仄仄，○仄 仄仄平平。 



○仄 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平 平平仄仄，○仄 仄仄平平。 

加了圓圈的字表示這個位置的格律可平可仄。律詩的平仄有「粘對」的原則。

粘，即平粘平，仄粘仄：後聯出句第二個字的平仄跟前聯對句第二個字相一致；

對，即平對仄，仄對平：對句的平仄對立。在本詩中，第三句與第二句，第五句

與第四句，第七句與第六句的平仄均是一致的，故符合「粘」。總體來看，本詩

大部分都符合「對」的原則，唯獨第六句與第五句的平仄不相對，此處則為「失

對」。 

根據這種仄起式的格式，詩中第六句本應使用「平平仄仄平」，但因第一字

用了仄聲，為免犯孤平，詩人於是在第三個字補償一個平聲，該句就變作「仄平

平仄平」，此種格式即為「拗救」。 

 

五、 內容分析 

《石頭城》       李群玉 

伯業隨流水，寒蕪上古城。 

長空橫海色，斷岸落潮聲。 

八極悲扶拄，五湖來止傾。 

東南天子氣，掃地入函京。 

 

注釋： 

石頭城：城名，故址在今南京市西石頭山後。戰國楚威王滅越，置金陵邑。建安

十六年，孫權徙治秣陵，改名石頭。石頭城即金陵，今南京。 

伯（bà）：通「霸」。 



寒蕪：寒秋的雜草。 

悲：《全唐詩》校：「一作皆。」 

扶拄：此處為借代，指楚威王當時堅持反秦。 

五湖來：《全唐詩》校：「一作吾家永。」 

「東南」二句：《太平御覽》卷一七。引《金陵圖》云：「昔楚威王見此有王氣，

因埋金以鎮之，故曰金陵。秦並天下，望氣者言江東有天子氣，鑿地斷連崗，因

改金陵為秣陵。」 

函京：指咸陽，借代秦朝。「函」，又解為涵，因避唐文宗李昂（初名涵）之諱，

故寫成「函」。函京即把「東南天子氣」全包在咸陽裏，即秦皇能鎮壓住東南地

方、南京之意。 

 

語譯： 

楚威王的霸業已如流水般逝去，輝煌不再，寒秋雜草叢生，長滿古城。遼闊

的天空和大海連成一片，天水一色，海水擊打著清涼山西坡絕壁，迴響著潮水之

聲。（戰國時期）整個天下對楚威王支撐（反秦）深表同情，五湖四海義士都來

幫助，防止楚威王（楚國）被秦打敗。江東素有天子之氣的說法（江東有天子氣），

但是最後統統被秦國打敗，成為「函京」的一部分領土。 

 

賞析： 

《石頭城》一詩是詩人遊覽吳越，途經石頭城有感而作的，而石頭城在歷史

上長期是中國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有豐富的文化底蘊和歷史遺存。在對本詩作

賞析以前，先簡單介紹石頭城的由來以及石頭城與楚威王之間的故事。 

 

 石頭城由來 



據史書記載，周顯王三十六年（前 333），楚國滅越國，楚威王在今清涼山

上築城，設置金陵邑。秦始皇二十四年（前 223），楚國滅亡。秦始皇統一六國

後，為顯示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威，曾多次出巡。秦始皇三十七年（前 210），秦

始皇第五次出巡迴歸，至金陵時，幾個陪同的望氣術士見金陵四周山勢峻秀，地

形險要，就對秦始皇說：金陵有天子氣。秦始皇一聽大為不悅，命人開鑿方山，

使淮水流貫金陵，把王氣泄散，並將金陵改為秣陵。「秣」是草料的意思，意即

這裏不該稱金陵，只能貶為牧馬場。9
 

 

 楚威王霸業 

楚威王（？－前 329）是楚宣王之子。他在位期間，楚國的疆域達到了最大

規模，包括了長江中下游以及支流眾多的淮河流域。 

楚威王七年，威王殲滅越師主力。越人從此離散，成爲楚國的附庸。在楚國

滅掉越國的同一年，楚將與齊師大戰於徐州，擊敗齊國，進圍徐州，取得了楚威

王在位期間的最大勝利。此戰之後，楚國達到了他在戰國時期的頂峰，其版圖，

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東至大海，南起五嶺，北至汝、穎、沂、泗，囊括

了長江中下游以及支流眾多的淮河流域10，根據《史記‧蘇秦列傳》記載，蘇秦

曾對楚威王說：「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地方五千餘裏，

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11由此可見楚威王的

霸業在楚國歷代君主，甚至諸侯中都是十分顯赫的。 

 

 楚國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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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威王八年，魏國將陰晉獻給秦國，從此掀起了割地賂秦之風。楚威王去世

後子熊槐即位，是爲楚懷王。楚懷王重用屈原等大臣，針對主要弊政進行一系列

的革新，卻引來楚國貴族一致性的反對，最終全告失敗。後在多番戰役中被秦將

白起擊敗。楚國國勢迅速衰弱。到了西元前 222 年，秦將王翦平定了楚國長江以

南的廣大土地，楚國徹底滅亡。12
 

從蘇洵《六國論》中：「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

力虧，破滅之道也。……向使三國（韓、魏和楚）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

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與秦相較，或未易量。」縱然楚國

滅亡的原因有很多，如楚懷王昏庸，重用佞臣；後期的君主屢屢戰敗等，但賂秦

之風在楚威王時已開始吹起，故威王仍須對楚國的滅亡負上一定的責任。 

 

本詩看似是一首懷古詩，實際上它反映出作者懷才不遇，以及流露出對國家

將面臨滅亡的擔憂。本詩以感慨楚威王的霸業不再為開首，就好像逝去的流水般

不再復現，頗有蘇東坡《前赤壁賦》中「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感慨，又有

《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感嘆。楚威王等

千古風流人物，仍不過隨著時光的流逝而被「淘盡」，留下的是有讓人懷緬的事

蹟，和長滿雜草的古城。不同的是，蘇東坡的思想在文中和詩中表現得更為樂觀，

而作者則論古傷今，這應與作者李群玉所身在時代背景的不同，所面對的人和事

對他形成悲觀為主的思想有關吧。 

頷聯從首聯歷史事蹟轉到寫景：廣闊的天空一望無際，和浩瀚的大海連成一

片，天水一色，海水擊打著清涼山西坡絕壁，迴響著潮水的聲音。走出那雜草叢

生的古城，作者心中一片茫然，仿如他想到了自己的身世：早年喪女，屢屢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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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功名，心懷大志卻得不到重用。縱然天這樣大，海無盡的廣闊，難道都沒有

用武之地？無奈的是現實始終還須接受，聽著那迴響的潮水聲，仿佛沁入作者心

靈的每一處，顯得更為倉涼。 

「八極悲扶拄，五湖來止傾」，表面指的是當時天下的義士都來幫助曾經風

光的楚國，實際上暗指唐朝政權不穩定，岌岌可危的國勢。當時的楚國在威王的

領導下國勢強盛，猶如作者所處的唐代在太宗在位期間對內政治清明，對外國威

遠播。可惜好景不常，再強盛的日子也有它衰落的一天。楚威王在位後期面臨國

勢漸走下坡，猶有蘇秦勸說他實行「合縱」的計策，與其他五國合力，但最後還

是因合作的基礎不深被秦國逐個擊破。這個形勢好如唐朝在經歷安史之亂後元氣

大傷，到作者生活的年代唐朝已經接近破亡。從這首詩的頸聯可見作者渴求各方

賢士能相助唐朝，他仍然堅信有能力之士能幫助唐朝再現往日風光，對唐王朝仍

抱有希望。 

尾聯回應首聯，承接頸聯所述，憶述秦始皇遊會稽，聽說東南有天子氣一事。

作者對此感慨萬分，往昔楚國如此強盛，還是被秦國打敗，東南的天子之氣亦隨

著楚國的滅亡轉移到秦朝，原來楚國的都城都成為秦國的一部分。此聯流露出作

者對當時政局的擔憂，怕同樣擁有「天子氣」的唐朝會因宦官專政，藩鎮割據遭

遇與楚同樣的局面。以此種哀傷的作結尾，既符合全詩一貫的情感，同時這亦是

作者詩作的一貫作風。 

總的來說，動蕩的社會現實，對詩人的思想和創作產生很大的影響。他耳聞

目睹了朝政的腐敗和黑暗，亦感受到人世間的世態炎涼。這一切，就構成了詩人

感時傷世的的思想基礎。13詩中表達作者對唐朝政局的擔憂，同時他又希望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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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士可以出手相助。也許作者在詩中結合了自己的身世，使全詩充滿悲傷之感。 

 

本詩以石頭城為題，與作者同朝的詩人劉禹錫亦有石頭城一詩，兩詩的感情

有相通之處，現就兩詩的體裁，內容和表達手法方面比較如下： 

 

石頭城  劉禹錫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注譯： 

石頭城：位於今南京市西清涼山上，三國時孫吳就石壁築城戍守，稱石頭城。後

人也每以石頭城指建業。曾為吳、東晉、宋、齊、梁、陳六朝都城，至唐廢棄。

今為南京市。 

故國：即舊都。石頭城在六朝時代一直是國都。 

周遭：環繞。 

淮水：指貫穿石頭城的秦淮河。 

舊時：指漢魏六朝時。 

女牆：指石頭城上的矮城。 

 

語譯： 

圍繞著這座故都的群山依然在圍繞著它；江潮依舊拍打著空城，帶著寂寞的

心情退回。那聲音仿佛歎惜昔日的繁華已經化為烏有。從秦淮河東邊升起的，還

是過去那輪月亮，在夜深之際透過城牆照射過來。 

 

寫作背景： 



  劉禹錫於唐敬宗寶曆二年（826）罷歸洛陽，路過金陵時，見到昔日眼前 

曾經浮華的石頭城已成了一座「空城」，感慨萬分，於是寫下了這首懷古詩篇。

首兩句總寫江山如舊，可惜石頭城已荒蕪；後兩句寫月照空城。情調悲涼，感慨

極深。 

 

體裁方面： 

兩詩同為近體詩，從詩的字數和句數來看，李群玉的石頭城為五言律詩，劉

禹錫的石頭城為七言絕句。 

 

內容方面： 

無獨有偶，也許是李群玉與劉禹錫同樣生在相同時代（劉生於中晚唐，李生

於唐末），他們對國家即將面臨的敗亡有著同一份的擔憂，都有各自的「石頭城」

中表露無遺。不同的是李群玉的「石頭城」除了擔憂外，還寄託了一份希望。而

劉禹錫的「石頭城」則以感慨往昔的情感為主。 

 

表現手法： 

李群玉的石頭城主要是以敍事為主，亦運用了典故來加強情感；而劉禹錫的

石頭城同樣運用敍事手法，不同之處在運用了擬人的修辭手法，使全詩更為悲傷

動人。 

 

詩人的心境： 

縱使李群玉的石頭城的具體因由無從稽考，結合他的生平可見他對暗淡的官

場仍抱有希望，故在詩中流露出積極性。而劉禹錫的石頭城則寫於他剛遭罷官之

際，心情一時間難免失落，所以詩中充滿憂愁的情感。 



 

六、 寫作特色 

(1) 語言淺易平實 

李群玉的詩歌語言大都孤冷素豔，但本詩卻是一個例外，作者在平實淺易的

語言中，表達自己對國家的擔憂。如「長空橫海色，斷岸落潮聲」一句，簡單易

懂，又能表達到那種哀傷的心情。 

(2) 善於用典 

唐代詩人中有些好用生僻的典故，如李商隱的無題詩，使人難明。而作者借

用楚威王的事蹟，以及秦始皇橫掃金陵天子氣這兩個典故，不但淺近易懂，又有

助加強本詩所表達的原意。 

(3) 對仗工整 

頷聯的「長空橫海色，斷岸落潮聲」和頸聯的「八極悲扶拄，五湖來止傾」

屬工對，出句和對句的詞性皆相同，對仗十分工整嚴謹。 

(4) 沉鬱悲涼 

作者抒寫唐朝衰落的時候，難免加入自己的感情。作者感慨社會民生腐敗，

而又聯同到自己身世和遭遇。他把這種難以排遣的愁懷，都透過本詩表達出來，

形成沉鬱悲涼的詩風。 

 

七、 評論 

當今研究李群玉的學者大都指出他的詩雖觀察細微，思想層面卻不高。如羊

春秋先生認為：「李群玉現存的詩歌，既沒有寫重大的題材，又沒有反映晚唐社

會的動盪，人民生活的痛苦，……由於詩人的生活圈子太窄，生活內容太單調，

又沒有遠大的政治抱負，因而在詩中反映出來的，一半是委屈和不平，一半是空



虛和浪漫，以致在創作實踐上雖有很深的爐錘工夫，卻很難在思想上得到昇華，

放出耀眼的光輝來。這就是詩人不能入李、杜之室，成為唐代第一流詩人的重要

原因。」14沒有關切到現實者，大概就是李群玉留傳下來的詩篇不少，讓人熟記

於心不多的原因吧。 

萬松先生也認為：「李群玉的詩也有一些瑕疵，除思想內容缺乏積極進取精

神外，對社會生活的反映也欠廣闊與深刻，『玄言』 、『宮體』也有殘跡，藝術

上也有求巧失拙之處。」15
 

有貶亦有褒，關於李群玉的詩作「內容不豐富」的評論，有學者認為實在是

失之公允。覃新菊說：「他的詩歌通過自己的細緻觀察，結合自己的身世，用具

體形象的語言，真實地描寫真山真水，直率地抒發胸臆，在感傷情緒的滲透中，

我們感受到的是豐富逼真的思想感情和深婉流麗的詞采。」16試問一個作者結合

自己的經歷，運用細膩的筆觸，將自己的所看所感記錄、描繪下來，真真切切地

反映出來，何以言内容不丰富？ 

且不論今天，李群玉由於文筆出眾，除了詩歌以外，還精通多領域的才藝，

在生前就博得「佳句流傳於眾口」的美名。當時更是不少詩人紛紛題詩以送之，

馬宗良有詩：「玉白詩傳三百首，花紅人杳一千年」（馬宗良《訪李文山故居》），

五代時的王定保稱他「詩篇妍麗，才力遒健」（王定保《唐摭言》），元人辛文房

肯定他的詩「格調清越」（辛文房《唐才子传》），具有《離騷》遺風。在書法和

音樂方面，他也博得當時名流的青睞，盧肇雲：「妙吹應偕鳳，工書定得鵝」（盧

肇《贈李群玉》斷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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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品匯‧總敘》：「降及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

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群玉輩尚能龜勉氣格。」

17相對而言，正正因為他有著特殊的人生閱歷，獨特的性情喜好，才會讓他的詩

在亂世中多一分淡然和平靜。倘若撥開那些因為社會混亂帶來的濃鬱感傷情緒，

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又一幅具有無窮生命力的山水佳作。 

對於各路學者的評論，我們認為均有一定道理。內容不深入確實是李群玉詩

作的一個弊病，但卻無法抹去他觀察描寫細膩及感情真摯的光芒。除此以外，晚

唐詩壇在漸漸衰亡的時代背景下行成一種感傷主義的詩風。杜牧、溫庭筠等詩人

紛紛選擇逃避現實，然而李群玉在這樣消極的環境中仍表現出一種積極，盼望國

家復興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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