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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維楨的生平

楊維楨字廉夫，浙江山陰人，生於元成宗

元貞二年（1296），卒於明洪武三年（1370）

五月，活到了七十五歲的高齡。

楊維楨的傳奇，從他出生就開始了。據宋

濂〈楊君墓誌銘〉載，其母「夢月中金錢墮

懷，翌日而君生」，姑且不論此事真假，其

父楊宏就認為是一大吉兆，從此加意栽培他。

楊宏認定了這個寶貝兒子的不凡，栽培的方

式和力度也頗令人驚訝，他在鐵崖山築了一

座「萬卷樓」，吩咐楊維楨在裏頭讀書，又

擔心兒子年紀小，心性不能專注，於是命人

打掉樓梯，只在三餐時以「轆轤傳食」，幾

乎等同於把兒子軟禁在萬卷樓上。楊維楨就

在這樣的環境下，勤學苦讀了五年，終於「貫

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楊維楨這段苦

學的經歷，頗為後代文士津津樂道，視為苦

學成才的絕佳範例，雖然現代教育學者會有

不同的見解。

楊維楨的個性在幼時即已表現在文章之

中，「為童子時，屬文輒有精魄，諸老生咸

謂咄咄逼人」，正是這種「咄咄逼人」的氣

勢，使得後來楊維楨在藝術與宦途上有了不

同的影響，詩藝的咄咄逼人，楊維楨創造了

鐵崖體，而為人處世的咄咄逼人，則讓楊維

楨在官場上四處碰壁，終致絕望，遠離官場。

泰定四年（1327），楊維楨三十二歲，「用

《春秋》擢進士第」，次年（文宗天曆元年，

1328）就任天台縣尹，階承事郎（正七品）。

楊維楨也是元朝第一位以新科進士得授縣令

的官員，根據元朝授官慣例，除了因戰功受

勳之外，縣以上的主官，一概由蒙古、色目

人擔任，楊維楨是第一個打破這項慣例的文

官，自然欣喜異常。新官上任的楊維楨極思

有所作為，甫一到任，立即大刀闊斧地嚴懲

了為害地方的幾個豪強，但楊維楨也因此受

到報復，落了個被「免官」的下場。據明人

宋濂〈楊君墓誌銘〉的記載：

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中短長。先以

餌鉤其欲，然後扼其吭，使不得吐一語，號

為「八雕」。君廉其奸，中以法，民方稱快。

其黨頗蚓結蛇蟠，不可解。君卒用是免官。

這是古代官場很典型的下級吏員聯合「綁

架」主官的劇情。主要是天台縣的八個吏員

（八雕）在各自職務上勾串舞弊，並以各種

手段構陷主官；結果楊維楨不吃這一套，直

接將八人法辦。此舉雖令百姓稱快，但也引

來了上級的不滿，因為楊維楨的剛正不阿，

阻斷了勾連的官場利益鏈，侵害了既得利益

者的利益，遭到了利益集團的反撲。這是楊

維楨在仕途上的第一次挫敗，可說是出師未

捷，即中箭落馬，至於其中細節，已無從詳

考了。

被免官後不久，楊維楨被調到兩浙都轉運

鹽使司，改任錢清場鹽司令（從七品），專

責錢清場鹽務，官階從正七品被降級為從七

品。但到任之後的楊維楨並沒有記取教訓，

仍舊以他耿直的個性行事，最後為了替百姓

減輕鹽賦的額度請命，又與上司卯上了：

元代在中國歷史進程中，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朝代。它是第一個由非漢族──蒙古──入主中

國所建立的統一王朝。隨著種族及權力結構的丕變，蒙元的政治、文化、社會結構等也迥異於

前朝，因而滋生出不少複雜的現象。由於蒙元入主中國之後，採取極端的種族及文化歧視政策，

使得外來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歧異與對立，空前的嚴重。終元之世，整個帝國幾乎都處

於動盪不安的狀態中。

元代末期，尤其是元亡之前約二十年間（1348 ～ 1368），蒙元政權已有些搖搖欲墜，不僅

南北各地民變四起，連蒙元將領都有割據勢力不聽中央號令的。舉其犖犖大者，南方先後有韓

林兒、劉福通、方國珍、明玉珍、張士誠、陳友諒、朱元璋等人，這些軍閥不僅公開反元，彼

此之間也相互攻伐，爭戰不休；而北方的蒙古將領孛羅帖木兒及色目將領察罕帖木兒，亦皆擁

兵自重，形同叛元。在這種烽火漫天的時代背景下，一代詩歌怪才楊維楨掛冠遠遁，避居浙西

（吳中），與眾多文士在張士誠的卵翼下，登山覽水，飲酒賦詩，成為元末詩壇的扛鼎人物，

一時無兩。

除了詩歌，楊維楨還是元代書壇最具代表性的書法家之一，此外，他在繪畫、音樂、戲曲等

方面也都有極高的造詣，稱得上是藝術全才。楊維楨個性剛直，不與外物妥協，在藝術創作上

苦心孤詣，不屑走前人足跡：詩歌上獨創了「鐵崖體」，在書法上，楊維楨也別出心裁，使用

不同的書寫工具，常用之筆有鐵心穎、畫沙錐、棗心筆、樂墨等，其中使用最頻繁的是鐵心穎。

加上在官場上大起大落，心境與生活情境多變，後人評價也趨於褒、貶的兩個極端，可以說，

作為名人的才能與話題性，楊維楨一樣不缺。

著者／陳志光
現任海軍官校通識中心教師



034  035  

思維的  學術的  人文的N A V A L  O F F I C E R  

海 軍 軍 官

No.2
Vol.40

元末詩壇盟主楊維楨述評

時鹽賦病民，君為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

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聽；

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千。（宋濂〈楊

君墓誌銘〉）

宋濂這段記載，把一個為民請命、不計個

人得失的地方官形象，描述得令人動容不已。

以楊維楨區區一個鹽場司令，能為百姓爭取

到減輕三千引額 1 的鹽稅負擔，已經是相當

難能可貴的結果了。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他在上司前爭取到的三千引額，代價卻是他

一生宦途失意的下場。從宋濂的敘述可以看

出，他在上司面前一則「屢白其事」，再則

「頓首涕泣於庭」，最後又使出「至欲投印

去」的鎩手鐧，可想而知，這種咄咄逼人的

作風很難不得罪上司，招來後患。

果不其然，後來楊維楨因為「相繼丁內外

艱」（宋濂〈楊君墓誌銘〉），服喪家居；

但服滿之後，竟沒有再派任一官半職，理由

是「坐損鹽」（貝瓊〈鐵崖先生傳〉）。他

的上司竟把他千辛萬苦爭取到的減免的鹽

稅，都算成楊維楨的虧空，並因此「不調銓

曹者十年」，楊維楨被「冰凍」了長達十年

的時間。這種結局恐怕是楊維楨始料所未及

的，他的剛直竟成了他在官場上的絆腳石，

一次是為民除害，一次是為民請命，愛民惜

民的結果，是換來「不調銓曹者十年」的惡

運。

此後的十年時間，楊維楨「放浪錢唐，與

道士張雨游西湖南山，窮日夜為樂」（貝瓊

〈鐵崖先生傳〉）。楊維楨有一篇〈奔月卮

歌〉（為茅山外史張伯雨賦），大概就寫於

此時，滿篇的神仙家言，雖說是為張雨而作，

多少有楊維楨自己的影子存在，詩中說：「我

方醉臥玉兔傍，但覓大魁酌天酒，不用白兔

長生方。」顯然經此挫折後，楊維楨已經萌

發「窮日夜為樂」的失望遁世情結了。

但楊維楨畢竟尚未對元廷絕望。至正三年

（1343），詔修遼、金、宋三史，命脫脫為

都總裁官，至正五年（1345），三史陸續完

稿。其間，楊維楨想方設法要參與這次修史

的工作，始終未能如願。三史修成之後，楊

維楨上〈正統辯〉二千六百餘言，表達自己

對遼、金、宋三史正統地位的看法。楊維楨

是主張以宋為正統的，這跟當時修史的立場 2

完全相背，再一次顯示了楊維楨「狷直忤物」

的個性，自然不為時宰所賞識；不過，這篇

文章卻很契合總裁官之一的歐陽玄心意，「讀

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是矣！』」因

此將楊維楨推薦給朝廷，但是「又有阻之者」

（宋濂〈楊君墓誌銘〉），「將薦之而不果」

（《元史》本傳）。楊維楨又再次受挫。

但楊維楨的〈正統辯〉畢竟受到了元廷的

注意，所以，不久就「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3」

（宋濂〈楊君墓誌銘〉）。據宋濂〈楊君墓

誌銘〉描述：

四務為江南劇曹，素號難治。君日夜爬梳不

暇，騎驢謁大府，塵土滿衣襟間，有識者多

憐之，而君自如也。

這一次，楊維楨宵衣旰食，勤於治事，似

乎受到了上級的重視，不久就調任建德路總

管府推官，陞承務郎（從六品），專治刑獄。

在官期間，楊維楨兢兢業業，勤於職事：「君

悉心獄情，必使兩造具備，鉤摘隱伏，務使

無冤民。」（宋濂〈楊君墓誌銘〉）但楊維

楨在建德路總管府推官任內沒有待多久，就

被調走；表面上他被升為奉訓大夫江西等處

儒學提舉（從五品），事實上，在元朝這是

個毫無實權的浮濫文官──典型的似陞實

降。大概楊維楨在治獄期間又跟上司處得不

甚融洽，所以藉這種方式將他與實權隔離。

楊維楨的氣惱與失望可想而知。終於，楊維

楨下定決心，遠離官場，避居吳中，過起逍

遙自在的洞天福地生涯去了──他拒絕了這

個任命。

楊維楨辭官避難至吳中，先後待過蘇州、

昆山及松江等地。在吳中的二十餘年中，楊

維楨無官一身輕，竟一反常態，突然轉了個

性，「出必以歌童舞女，為禮法士所疾」，

開始過起放浪不羈，耽溺聲色的僑居生活來

了。瞿佑《歸田詩話》載：

楊廉夫晚年居松江，有四妾：竹枝、柳枝、

桃花、杏花，皆能聲樂。乘大畫舫，恣意所

之，豪門巨室，爭相迎致。時人有詩云：「竹

枝柳枝桃杏花，吹彈歌舞撥琵琶。可憐一解

楊夫子，變作江南散樂家。」

乘大畫舫，載歌妓美妾，這種排場似乎讓

人感覺不出任何逃難的況味。楊維楨的好友

倪瓚即曾寫詩調侃他的好色：「我欲載美酒，

長歌東問津。漁舟狎鷗鳥，花下訪秦人。」

（〈寄楊廉夫〉）秦人之典出於陶潛〈桃花

源記〉中避秦世之亂而隱居桃花源的移民，

「花下訪秦人」一語雙關，一指楊維楨因亂

避居吳中，一指楊維楨流連花叢。衛仁近〈奉

寄楊鐵崖〉詩云：「白髮楊雄三泖上，樓船

1 舊時各鹽區官鹽運售的額數。因以「引」計算，故稱。元時鹽引可折算銀兩，至楊維楨任官時已漲至每引折算二十五兩，三千
引即七萬五千兩。

2 元人修遼宋金三史，最後由脫脫拍板確立了遼宋金 「三國各與正統，各繫其年號」的修史方案，這等於正式承認了遼、金的歷
史正統地位。

3  「四務」據《管子．山國軌》所載，當指四季事務，為農事官，而糧務為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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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載青娥。」郭翼〈奉同袁子英簡呈楊廉

夫先生〉詩云：「時時對看鼓弦索，繡領單

衫月色羅。」顯然楊維楨好聲色的風評已定，

連他的知交詩友都不諱言其事。

楊維楨最為人所津津樂道或詆為惡習的，

應該是他對女子纏足小腳的特殊癖好。陶宗

儀《南村輟耕錄》載：

楊鐵崖耽好聲色，每於筵間見歌兒舞女有纏

足纖小者，則脫其鞋載盞以行酒，謂之金蓮

盃。予竊怪其可厭。後讀張邦基《墨莊漫

錄》，載王深輔道〈雙鳧詩〉云：「時時行

地羅裙掩，雙手更擎春瀲灩。傍人都道不須

辭，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蘸蒲萄暖，和

笑勸人教引滿。洛塵忽浥不勝嬌，剷蹈金蓮

行款款。」則老子之疏狂有自來矣。4 

陳衍《元詩紀事》卷七引《雲林遺事》有

類似的記載，倪瓚也赫然在列：

楊廉夫耽好聲色，一日與元鎮會友人家，廉

夫脫妓鞋，置杯酒其中，使坐客傳飲，名曰

鞋杯。元鎮素有潔疾，見之大怒，翻案而起，

連呼齷齪而去。

顯然這種特殊癖好，連楊維楨素所敬仰、

交情深厚的倪瓚都無法忍受。不過，正如陶

宗儀所引《墨莊漫錄》的記載，以鞋杯行酒

的惡風在宋代已有先例，但並未引起當時輿

論的抨擊。那麼，何以楊維楨獨受後人的惡

評呢？近人么書儀分析道：「他把別人偶一

為之的『風雅之事』當成家常便飯，把別人

藏在家裏幹的事，拿出來在稠人廣眾中大肆

炫耀，『禮法士』當然是要說他不是『端人』、

『耽于聲色』的了。」此說可稱確解。

楊維楨在私人生活上或許有引人非議之

處，但他在不作貳臣的「節操」上，卻頗不

含糊。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召諸儒纂

禮樂書，派人去請楊維楨上京，楊維楨拒絕

道：「豈有老婦將就木，而再理嫁者邪？」

洪武三年（1370）正月，朱元璋又派人去請，

楊維楨寫了篇〈老客婦謠〉進御，其中有句

云：「少年嫁夫甚分明，夫死猶存舊箕帚。

南山阿妹北山姨，勸我再嫁我力辭。」最後，

楊維楨留在京中，幫忙議定「禮文」，纂修

「禮樂書」（即《大明集禮》），四個月後

又回到吳中。同年五月，一代詩壇盟主楊維

楨與世長辭，享年七十五歲。

楊維楨詩的內容

一、楊維楨思想情感的轉折

如本章第一節所敘，楊維楨的一生，約略

以至正七、八年為界（1347 ～ 1348），分為

前後兩期，即入吳之前與入吳之後。前期楊

維楨積極於事功，勤於職事，愛民如子，在

政治上力求上進；但「狷直忤物」，在官途

上並不能如其所願。後期則絕意仕進，僑居

於吳中，耽於聲色，縱情山水，被目為「狂

生」。前後兩期的思想情感截然不同。

( 一 ) 入吳之前

早期的楊維楨，銳意仕進，企圖有所作為。

他在初任天台尹時，即因「八雕」之為害鄉

里，楊維楨「廉其奸，中以法」，嚴厲地懲

治了這些地頭蛇。

楊維楨在官任內，除了勤於吏治，抒民

之困之外，對於天然災害，他也常表現出民

瘼在心的悲痛和對在上者的期望，如〈地震

謠〉：

四月一日南省火，七月一日南地震。地積大

塊作方載，豈有壞崩如杞人。如何一震白毛

茁，泰山動搖海水洩。便恐昆崙八柱折，赤

子啾啾憂地裂。唐堯天子居上頭，賢相柱天

如不周。保國如甌，馭民如舟，吁嗟赤子汝

何憂。

詩中描述地震之後，荒城廢堵的慘況，令

人怵目驚心。儘管天災非人力所能相抗，但

楊維楨還是期望在上者能善體民心，「保國

如甌，馭民如舟」。

勤於吏治的同時，這時期楊維楨寫了為數

可觀的道德教化詩，舉凡孝子、孝女、節婦、

義士，凡有助於勸懲，有益於世道人心的事

跡乃至傳聞，都一一形諸歌詠。在這些傳統

的忠孝節義的行誼方面，楊維楨似乎尤重孝

道，且看這首〈陳孝童〉：

錢清陳孝童，十歲知孝母。母病日以革，藥

餌空　咀。夜庭人不知，磨刀去剔股。凡兒

血肉軀，軀小痛榎楚。孰識身在親，慘毒至

刀斧。鄰里聞孝童，涕泗下如雨。道路聞孝

童，過車式其戶。堂堂士大夫，結髮在庠序。

母背忍絕裾，母喪亡捧土。我作孝童詩，豈

惟風童儒！

據詩前序言，此詩是為孝子陳福而作。陳

福年方十歲，在母親病危之際，想以割股食

母的方式來挽救母親，但「股刲而母已死」。

全詩的旨意在「宏獎風教」，對陳福這種割

股肉的愚孝觀念不僅沒有絲毫間言，還歌而

誦之，唯恐其事之不傳。當然，純粹從現代

的觀念來批判古人，是缺乏客觀立場的，尤

其這種自殘式的孝道觀，自漢、魏以來，史
4  《南村輟耕錄》卷二十三「金蓮盃」條。案：今本《墨莊漫錄》無此則；又，「王深」應是「王寀」之誤。王寀字輔道，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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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絕書，並不只陳福一人，但是比之古人「身

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的看法來，楊維楨的孝道觀也並不特別。除

〈陳孝童〉一詩外，其他歌詠孝子、孝女事

跡的詩甚多，如〈金溪孝女歌〉一詩，詠的

是唐敬宗時期，撫州有一位金銀場銀戶葛佑，

因為輸銀不足，被監官杖責，葛佑臨死前，

他的兩個女兒竟然跳入冶爐中，化成兩錠銀

子；又如〈丁孝子行〉，詠的是孝子祥一，

因為母親失明，送醫診治也無效，祥一在悲

傷之餘，日日以舌舐母，經過一百天後，母

親居然重見光明。其他所歌詠的各種各樣的

孝行還很多，不再枚舉了。

對婦女守節的觀念，楊維楨的看法也與宋

代理學家「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迂腐之

說，相去不遠。細分之，則楊維楨所詠的節

婦詩有兩大類，一類是世亂不靖的客觀因素

所造成；一類是婦女主觀意念的自我選擇，

此類節婦詩讀來最令人掩卷慨歎，像〈處女

塚〉一詩，著力鋪衍，足堪代表，詩前有序：

處女名雪，字玉霙，余從父女弟也。年十三

善琴，十五攻詞翰，二十許陳氏子。未娶陳

歿，遂守志不嫁。達官聘之，不允。自誓之，

死作處女塚，兵亂，處女閉戶餓而死，年

四十有二。塚在梧桐山先壟側。

楊處女，白雪霙。慈母惜白雪，抱玉真珠擎。

十三善瑤琴，不作濮上音。十五弄彤管，不

作花帽情。叮嚀媒與妁，必嫁公與卿。英英

馬上郎，貂帽繡衣裳。來交處女幣，願作處

女郎。貯以黃金屋，薦以白玉床。大珠連理

帶，七寶合歡囊。大珠五十萬，七寶百萬鏹。

黃羊尾如扇，文雞若鳳皇。置酒結高宴，長

跪起行觴。處女誓慈母，有死不下堂。嗟嗟

楊處女，處女節獨苦。事母終母喪，母墳成

負土。白髮五十秋，五十終處女。誓作處女

墳，南山華表柱。荒城兵火交，三月不開戶。

生作獨月娥，肯作城中三嫁婦？

詩不能說不好，但通首所呈現的詩意，明

顯帶有令人不適的時代印記。不論如何，楊

維楨在忠孝節義觀念上的執著，是無可置疑

的，儘管這些事跡並不宜大量形諸歌詠。

楊維楨在丁父母之憂，服喪期滿之後，因

為「狷直忤物」，在官場上被禁錮了十年。

十年之間，楊維楨一方面並不死心，尚痴痴

地等待著下一道派令；一方面則愁悶難解，

多在錢唐一帶游山玩水，飲酒賦詩。楊維楨

的門人吳復所編的《鐵崖先生古樂府》，大

部分的作品應該是作於此時。這時期的樂府

詩和後期的相比，在情韻內容上有兩點不同：

一是剛直節義之氣較為突出，一是題材上多

詠忠孝節義及詠史之作。像後期的〈香奩八

題〉之類的豔情詩，此時尚未出現，這時期

的男女之辭也較為委婉些。這些現象都可視

為楊維楨還期待在官途上有所作為的反映。

比較特殊的是，十年賦閒期間，楊維楨跟

張雨過從甚密，彼此酬答的詩作表現出明顯

的神仙家言。這當然跟張雨身為道士的身分

有關，但另一方面，此時的楊維楨在失望與

期望之間迴盪，遁世之念有時像一隻隱形蟲，

不時會爬上楊維楨的心坎，撓騷他的痛處。

如〈奔月卮歌〉（為茅山外史張伯雨賦）：

神犀然光射方諸，海水拆裂雙明珠。大珠飛

上玉兔臼，小珠亦奔銀蟾蜍。千年太陰鍊成

魄，豈識妖蟆吞啖厄？刳胎乃墮歡伯計，玉

斧椎開桃扇核。茅山外史海上來，拾得海月

稱奇哉。按劍或為龍鬼奪，擲手自戲仙人盃。

雄雷雌電繞丹屋，顧兔清光吞在腹。醒來不

記墨淋漓，塵世隨風散珠玉。鐵崖仙客氣如

虹，金橋銀橋遊月宮。素娥飲以白玉醴，羽

衣起舞千芙蓉。居然月宮化鮫室，坐見月中

清淚滴。我方醉臥玉兔傍，但覓大魁酌天酒，

不用白兔長生方。

這首詩的韻調已經開了楊維楨後期「狂

生」、「耽於聲色」的先聲了：「鐵崖仙客

氣如虹，金橋銀橋遊月宮。素娥飲以白玉醴，

羽衣起舞千芙蓉。」當然，其表現方式不同，

而且詩歌主題也不在此等細節。但不可否認

地，楊維楨的「狂」總讓人感覺有些氣虛，

跟李白氣韻天成的狂逸之氣相比，兩者不可

以道里計。當然這跟李、楊二人的才氣高低

息息相關，不完全是客觀環境的因素。底下

這首〈大人詞〉就頗有幾分李白的氣韻：

有大人，曰鐵牛。絳人甲子不能記，曾識庖

犧獸尾而蓬頭。見煉石之女補天漏，涿鹿之

帝殺蚩尤。上與伊周相幼主，下與孔孟遊列

侯。衣不異，糧不休，男女欲不絕，黃白術

不脩。其身備萬物，成春秋。故能後天身不

老，揮斥八極隘九洲。太上君，西化人，自

謂出無始劫蕩乎宇宙如虛舟。其生為浮死為

休。安知大人自消息，天子不能子，王公不

能儔，下顧二子真蜉蝣。

「天子不能子，王公不能儔」，何等的豪

氣干雲。從選字、構詞、造句，到篇章的結

構安排，散文句運用得出神入化，徹頭徹尾，

標準的「鐵崖體」大作，遊仙詩中的代表作。

通首造語奇崛，氣勢非凡，比肩李白，而又

呈現出獨有的風格，是所以為鐵崖也。

( 二 ) 入吳之後

楊維楨初入吳之後的行實，難以具體詳考，

但大致的生活圖景卻是傳述者頗眾。入吳之

後的前幾年，大概是楊維楨社交生活最忙碌

的時期，忙著參加各種鄉紳舉辦的詩酒聯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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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到之處，被吳中人士視為座上賓，非

常風光。其中，昆山的玉山草堂主人顧瑛是

最有代表性的一位。顧瑛為當地有數的豪富

之家，玉山草堂規模之大也是數一數二的，

裏頭的亭臺樓閣之多，令人咋舌，貯藏的姬、

妓之流更是駢肩雜沓，有時還將名妓邀入玉

山草堂以助興，其揮金似土的大手筆，自然

是當地文人社交圈的熱門話題。據么書儀在

《元代文人心態》「心理的變態」一章所考，

玉山草堂的黃金時期為至正八年到十四年前

後，其間以至正十年為最盛。而這段時期也

正是楊維楨初到吳中之後二、三年之際，一

則楊維楨適逢玉山草堂之盛，再則顧瑛也不

願讓他的「玉山雅集」漏掉這麼一位當代一

流詩人。王世貞即曾云：

吾昆山顧瑛、無錫倪元鎮、俱以猗卓之資，

更挾才藻，風流豪賞，為東南之冠，而楊廉

夫實主斯盟。（《藝苑卮言》）

可見楊維楨當時在吳中詩壇的地位。楊維

楨〈西湖竹枝集序〉云：

予閒居西湖者七、八年，與茅山外史張貞居、

苕溪郯九成輩為唱和交。水光山色，浸沈胸

次，洗一時尊俎粉黛之習，於是乎有竹枝之

聲。好事者流布南北，名人韻士，屬和者無

慮百家。道揚諷諭，古人之教廣矣。是風一

變，賢妃貞婦，興國顯家，而烈女傳作矣。

采風謠者其可忽諸？至正八年秋七月，會稽

楊維楨書於玉山草堂。

〈西湖竹枝歌九首〉寫於入吳之前，而《西

湖竹枝集》則梓行於至正八年（1348）七月，

正是楊維楨初到昆山不久的時候，此時已經

是顧瑛家的座上客了，寫序的地點正是在玉

山草堂。詩序中把〈西湖竹枝歌〉的寫作，

看作是「賢妃貞婦，興國顯家，而烈女傳作

矣」的一件有益世道人心的壯舉偉業。〈西

湖竹枝歌〉在寫作之後即和者甚眾，覆蓋面

幾達全國範圍，楊維楨僑居吳中之後，〈西

湖竹枝詞〉的影響正方興未艾，廣受文士的

喜愛與傳播，你來我往，爭相唱和，蔚為一

時詩壇盛事。姑拈其中幾首如下：

鹿頭湖船唱赧郎，船頭不宿野鴛鴦。為郎歌

舞為郎死，不惜真珠成斗量。     ──其二

勸郎莫上南高峰，勸我莫上北高峰。南高峰

雲北高雨，雲雨相催愁殺儂。     ──其四

小小渡船如缺瓜，船中少婦竹枝歌。歌聲唱

入箜篌調，不遣狂夫橫渡河。     ──其七

這些詩確實情韻深長，饒有詩意，能在男

女情思的小範圍內，以接近於白描的手法，

變化各種不同的角度和寫法，充滿濃濃的民

謠風味，楊維楨洵為個中作手。

但此時期，楊維楨似乎轉了性，繼其耽於

聲色、縱情詩酒之後，他的行為模式逾走逾

離譜，乃至有以鞋杯行酒的醜舉發生。其〈香

奩集〉是楊維楨繼行為上的脫軌後，在詩歌

創作上的一個小偏離，這種創作內涵絕對是

與其詩學理論相牴觸的。正因如此，楊維楨

才不免在詩前序言中為自己說幾句辯解之辭：

雲門詩社香奩八題，無春坊才情者，多為題

所困。縱有篇什，正如三家村婦學宮粧院體，

終帶鄙狀，可醜也。晚得玉樓子八作，眾推

為甲。而長短句、樂府絕無可拈出者。雲菴

老先生寄示【踏莎行】八闋，讀之驚喜。先

生蓋松雪翁門倩（女婿），今年八十有三矣。

而堅強清爽，出語娟麗流便，此殆雪月中神

仙人也。謹以付翠兒，度腔歌之。又評付龍

洲生，附〈八詠詩〉後繡梓，以見王孫門中

舊時月色，雖閱喪亂，固無恙也。至正丙午

春三月初吉，錦窶老人楊維楨敘。

這八首詩至少不是他首創的，所以「首謀」

之名當然也輪不到楊維楨來擔，也算是楊維

楨的「禍水東引」之策。姑舉其中四首如下：

華清春晝賜溫泉，綰脫青絲撒一編。翠雨亂

跳花底月，黑雲半掩鏡中天。銅仙盤滿添香

露，玉女盆傾拾翠鈿。攏得雲鬟高一尺，罟

冠新卜玉臺前。             ──金盆沐髮

一片清光照膽寒，玉容滿鏡掩飛鸞。素娥照

見黃金闕，絳雪鎔開白玉盤。翠點柳尖春未

透，紅生櫻顆落初乾。好風與我披羅幙，一

朵芙蓉正面看。             ──月奩勻面

天然玉質洗鉛華，怪底偏將半面遮。紅滴香

冰融獺髓，彩粘膩雨上梨花。收乾通德言難

盡，點濕明妃畫莫加。聚得班班在何處？軟

綃寄與薄情家。             ──玉頰啼痕

骨冷魂清酒力微，路迷錯莫是還非。羅浮曉

月相將落，巫峽斷雲何處飛？金彈撇過驚忽

忽，玉龍嘶了尚依依。不知直到鈞天所，記

得霓裳樂譜歸。             ──雲窗秋夢

擬題之細碎，用詞之穠豔，詩思之「不

純」，在在都與楊維楨的「移風易俗」說風

馬牛不相干，因為楊維楨絕無以此種香奩詩

移風易俗之意。不過，後來由於這些詩被廣

為傳布，一般人（已不只是禮法之士了）大

抵驚詫不已，議論紛紛，逼得楊維楨不得不

公開在〈續奩集〉的序文中極力澄清：

5  「鐵雅」即「鐵崖」，此據《四部叢刊》初編縮本《鐵崖先生古樂府》所附《鐵雅先生復古詩集》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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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元亮賦閑情，出暬御之辭，不害其為處士

節也。余賦韓偓〈續奩〉，亦作娟麗語，又

何損吾銕石心也哉？法雲道人勸魯直勿作豔

歌小辭，魯直曰：「空中語耳，不致坐此墮

落惡道。」余於〈續奩〉，亦曰空中語耳，

不料為萬口播傳，兵火後，龍洲生尚能口記，

又付之市肆，梓而行之。因書此以識吾過。

時道林法師在座，余合十曰：「若墮惡道，

請師懺悔。」桃花夢叟楊楨氏自序。

逼得楊維楨在文中要「書此以識吾過」，

可見當時物議之沸騰。相對地，楊維楨「禍

水東引」的受害人層級就需要調高了，似乎

也只有陶潛、黃庭堅這樣的大家才足以杜時

人悠悠之口。其實以香奩詩而言，相較於韓

偓的豔情詩，韓偓在詩意的傳達上要「思邪」

多了，有直露的女體描繪，也有男性意淫的

性暗示，相形之下，楊維楨香奩詩的情色濃

豔程度並沒有韓偓那麼明顯而強烈。

然而，我們不能只把眼光擺在楊維楨的香

奩詩上，而不顧其他更有文學價值的詩作。

分析楊維楨的前後期創作，可以約略領會其

前後期心理及創作的微妙變化：前期以吳復

在至正六年編選的《鐵崖先生古樂府》為準，

再對比章琬於十八年後編選的《鐵雅 5 先生

復古詩集》，可以大致感受到，楊維楨前後

期的作品，在情韻上變化並不太大，但在抒

寫內容上，後期的部分作品則趨於柔媚，風

格穠膩。這跟他的人生歷程也若合符節。

二、楊維楨詩的題材

楊維楨現存詩歌約一千二百餘首，底下依

楊維楨數量較多、成就較高或影響較大的詩

作，分成五大類，各舉數例，以窺一斑。

( 一 ) 詠史詩

楊維楨詩的內容絕大部分是詠史詩，扣除

律詩不計，詠史詩所占的比例就將近一半。

楊維楨喜以詩詠史，這跟他早年所受《春秋》

學有關，後來他考中進士也是選的《春秋

經》，可見楊維楨對春秋之學頗有心得。楊

維楨的著作，除了上舉的詩集外，有關史事

的尚有《史義拾遺》一種，全部是以文論史

的短篇文章。可見楊維楨不止是喜歡以詩詠

史，同樣也熱衷於以文論史，他的歷史癖在

中國古代詩壇上稱得上是獨一無二的。

1. 述歷史事件者

天迷關，地迷戶，東龍白日西龍雨。撞鐘飲

酒愁海翻，碧火吹巢雙猰貐。照天萬古無二

烏，殘星破月開天餘。座中有客天子氣，左

股七十二子連明珠。軍聲十萬振屋瓦，拔劍

當人面如赭。將軍下馬力排山，氣卷黃河酒

中瀉。劍光上天寒彗殘，明朝畫地分河山。

將軍呼龍將客走，石破青天撞玉斗。

                         ──〈鴻門會〉

此詩是楊維楨的詠史名作，詩寫楚、漢之

爭中的鴻門會，特別集中筆力描繪樊噲的勇

猛無雙，將會上劍拔弩張的氣氛舖衍得相當

精彩。尤其此詩的構詞造句，稱得上是千硾

百煉，句句崢嶸警醒，得李賀真傳，筆力貫

穿首尾，奇崛而明暢，不僅是詠史詩中的名

篇，也是「鐵崖體」的代表作之一。

2. 詠歷史人物者

楊維楨專詠歷史人物的古樂府，精品甚多，

底下舉其犖犖者二首，先看〈虞美人行〉：

拔山將軍氣如虎，神騅如龍蹋天下。將軍戰

敗歌楚歌，美人一死能自許。蒼皇伏劍答危

主，不為野雉隨仇虜。江邊碧血吹青雨，化

作春芳悲漢土。

這是楊維楨七言詠史詩中的佳作，詩寫虞

姬的殉情，夾議夾敘而不特別突出議論，全

詩脈絡分明，造語創新有味，形象而有奇趣，

詩的密度很高，挑不出任何敗句。末二句用

濃墨重彩，把虞美人的悲悽渲染得凝重厚實，

餘味無窮。

　　名篇〈李夫人〉尤其深得古樂府三昧：

絕代一佳人，美色如洛妃。春月為作眉上彀，

秋水為作眼中波。歌瓊蕤，舞玉枝，君王有

情不自持。玉枝一夜摧，瓊蕤一朝落，君王

之心何以樂？若有人兮有若無，來遲遲兮去

促促。芙蓉葉上清露結，晴光倒射金虹滅。

山為雲，海為雨，何得分明夢中語？落蛾影

滅百子池，靈風一陣綵雲飛。

詩詠漢武帝寵妃李夫人，李夫人因其舞藝

與美貌而得寵，卻深知以色事人者，色衰而

愛弛的道理，臨死前寧可一時觸怒漢武帝，

也不願以病容相見，詩的末四句（「山為雲，

海為雨」就詩句節奏而言，當屬一句）敘李

夫人過世之後，漢武帝果然思念不止，竟然

請方士設壇作法，企圖再見一面。「若有人

兮有若無，來遲遲兮去促促」二句是全篇最

精彩的詩句，把武帝思念李夫人的心境表露

無遺，語境的虛實惝愰，足見詩人巧思。全詩

民謠風味十足，而又處處展現「鐵崖」本色，

構詞造句不同凡響，李夫人的美貌和睿智在

詩中表露無遺，引人深思。

3. 詠史蹟、史物者

楊維楨詠史蹟、史物的古樂府，較詠歷史

事件和歷史人物者遜色多多，〈陳帝宅〉一

詩雖然「鐵崖」風味較淡，也還值得一讀：

荒城陳帝宅，故殿吳王居。曲池無錮石，老

樹有遺株。高堂易梵宇，白足走鐘魚。未知

百世後，興廢又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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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寫南北朝陳朝在建康的宮殿（也是三國

時期吳國的都會），幾度權力的中心、曾經

恢宏的宮殿，而今已成世俗的廟宇，只見僧

人（白足）扶著撞木（鐘魚）在敲鐘，悠遠

的鐘聲，百世之後，又會是何等模樣呢？這

首詩寫得四平八穩，包括立意、用詞皆是，

幾乎讓人懷疑，這是否真是楊維楨的詩，只

是一句之中用了兩個代字（白足、鐘魚），

不免是疵筆。

4. 史論之作

史論之作，在楊維楨集中占的分量很大，

佳作如〈昭君曲二首之二〉：

胡雁向南飛，明妃西嫁幾時歸？胡酥入饌捐

漢食，胡風中人裂漢衣。胡音不通言語譯，

分死薄命穹廬域。君不見越中美人嫁姑蘇，

敵國既破還陶朱。嗟嗟孤塚黃草碧，祗博呼

韓雙白璧。

這首〈昭君曲〉是楊維楨表現史論最含蓄

也最耐讀的作品之一。詩以西施的遭遇對比

王昭君，西施嫁吳王夫差，越國滅吳後，她

又有了新的歸宿（陶朱公），而昭君遠嫁匈

奴，結果兩國依舊爭戰不休，昭君魂斷北域

只換來了呼韓邪單于的一雙白璧，沒能換來

邊關的長久和平，楊維楨反和親的立場也藉

此曲傳而出。

以樂府小絕句詠史尤其是楊維楨詠史樂府

中的精品，略舉三首如下：

諜報越王兵，城門夜不扃。孤臣睛不死，門

月照人青。               ──〈城門曲〉

聞道驪山下，西戎已結兵。美人方一笑，烽

火不須驚。               ──〈烽燧曲〉

月出關山頂，將軍鼓角悲。漢皇今夜宴，影

落素娥池。         　　──〈關山月〉

　　　　

前二首一寫伍子胥，一寫商紂王，楊維楨

沒有故作高論，只是以伍子胥挖目掛城門和

紂王烽火戲諸侯的片段事跡，形象式地展現

出來，語短韻長，議論自現。第三首則泛詠

漢朝開邊事，將軍為國喋血疆場時，漢皇卻

一心貪戀女色，兩相對比，諷諭之意，深刻

之至。這類詠史短章不故作高論，以點作線，

引領讀者對相關的史事或人物自覺地反思，

耐人尋味，這才是楊維楨表現史論之作中的

佳構。

( 二 ) 竹枝詞

楊維楨的〈西湖竹枝歌九首〉遠近馳名，

和者甚眾。當然，〈竹枝歌〉並非從楊維楨

才開始，清人陳僅《竹林答問》載：「此體

（竹枝詞）本起於巴、濮間男女相悅之詞，

劉禹錫始取以入詠，詼諧嘲謔，是其本體。」

可知竹枝詞本是唐人民歌體詩。明人瞿佑云：

「〈西湖竹枝詞〉，楊廉夫為倡，和者甚眾，

皆詠湖山之勝、人物之美，而寓情於中。」

這種體製也就因為楊維楨的提倡而一時大為

流行，明、清以來，影響深遠。楊維楨不僅

個人創作竹枝詞，又編纂了《西湖竹枝集》

一卷，其熱愛竹枝詞的心意可見一斑。

著名的〈西湖竹枝歌九首〉，選三首示例：

蘇小門前花滿株，蘇公堤上女當壚。南官北

使須到此，江南西湖天下無。

──〈西湖竹枝歌九首〉其一

湖口樓船湖日陰，湖中斷橋湖水深。樓船無

柁是郎意，斷橋有柱是儂心。

──〈西湖竹枝歌九首〉其五

望郎一朝又一朝，信郎信似浙江潮。床腳搘

（即「支」）龜有時爛，臂上守宮無日銷。

──〈西湖竹枝歌九首〉其九

這三首竹枝詞給讀者的第一印象是「典雅

的民謠風」，相對於一般民謠歌曲較為白描

直露的風格，楊維楨的竹枝詞明顯是經過文

士的錦心妙筆，精心推敲過的，但再三品味，

卻又感覺構詞造句自然婉麗，並沒有令人不

適的造作之態，可見其用力之勤，造詣之工。

「其一」引領組詩題意，極力讚美西湖風情，

西湖之美使南來北往的官員，在此駐足流連；

「其五」寫男女情思，以女子視角，埋怨男

子的花心：「樓船無柁」則隨水飄流，沒有

定性，「斷橋有柱」則心有所屬，誓死不悔，

取喻甚妙；「其九」則寫女子守身自誓之辭，

望郎來歸，又隱然透露出一絲怨望之意，女

子的意象表現得很立體，其情態心思宛在目

前。

此外，帶有竹枝風調的詩尚有一些佳作，

如著名的〈長洲曲〉：

長洲水引東江潮，潮生暮暮還朝朝。只見潮

頭起郎柂，不見潮尾回郎橈。昨夜西溪買隻

鯉，恐有郎緘寄連理。金刀剖腹不忍食，尺

素無憑膾還委。西溪之水到長洲，明日啼紅

臨上頭。

長洲即蘇州，這是一首長洲婦女痛失愛侶

的悲歌，「只見潮頭起郎柂，不見潮尾回郎

橈」，可能是丈夫於河中失事，或者更有可

能是丈夫愰妻而去，一去不回，妻子悲痛之

餘，連吃條鯉魚都膽戰心驚，惟恐魚腹暗藏

書信。思夫之意欲抑還生，表露無遺。

竹枝詞是楊詩題材中相當重要的組成部

分，一是詩歌本身的藝術成就高，而更關鍵

的原因則是楊維楨編纂了《西湖竹枝集》，

並為此四處拉攏同好參與，極力推廣，使得

西湖竹枝詞一時蔚為風潮，寫作者甚眾。楊

詩的主風格──鐵崖體──在元、明、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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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始終高低落差很大，唯有竹枝詞一體，

廣受詩評家青睞，自元迄清，向無惡評。於

此可知，楊維楨竹枝詞在詩藝和詩史上的重

大成就。

( 三 ) 遊仙詩

遊仙詩的寫作，大約是始於楊維楨丁父母

艱守喪期滿之後，因為受到上司的壓抑，楊

維楨十年之間未獲一官半職。此期間，他一

邊等待派令，一邊也逐漸心灰意冷，遊仙詩

就接二連三地出現了，入吳之後，遊仙詩的

作品少了很多。可見楊維楨寫遊仙詩跟他對

現實官場的失望和未來人生的迷茫有關，所

以當他絕意官場，欲擺脫桎梏的時候，心中

的迷茫之念既除，遊仙之思也就淡了。在吳

中，耽於女色、積極參與社交圈、廣收門人

以擴大影響力……，新的現實人生已清楚攤

在眼前，虛渺玄幻的神仙世界就逐漸遠離楊

維楨了。不過，以神話、傳說入詩，這是創

作的手段，楊維楨從未放棄過。

楊維楨的遊仙詩佳作不少，體製上可分兩

大類，一類是長篇樂府體，一類是七言小樂

府體。先談七言小樂府體，這方面的代表作

品是〈小遊仙詩二十首〉，通觀二十首小遊

仙詩，其內容五花八門，有夢入仙庭大啖仙

釀、蟠桃的，如第一首：

元君賜覲素華臺，酒飲龍胎五色醅。醉啖蟠

桃三百顆，手懷遺核大如杯。

有寫劍仙斬妖魔的，如第四首：

素華殿上玉垂簾，羿家婦來為可嫌。河上劍

翁肝膽露，電光一道落妖蟾。

有寫牛郎、織女相會的，如第六首：

蓮花舟高河漢垂，黃姑玉女會佳期。玉清久

入衙城洞，莫遺城都賣卜知。

有寫仙人展露神通的，如第七首：

道人得道輕骨毛，飛度弱水能千遭。明朝挾

至兩浮島，臥看滄洲戲六鼇。

有寫得道仙人長生不老，斷盡俗緣的，如

第十首：

別來已及三百秋，遊遍乾坤第十州。不識家

人今幾世，明朝騎鶴過山頭。

有寫煉丹成仙卻又斬不斷俗緣的，如第

十四首：

曾與毛劉共學丹，丹成猶未了情緣。玉皇敕

賜西湖水，長作西湖月水仙。

有寫仙人長生對比凡人年壽如朝夕的，如

第十六首：

當時笑我去學仙，汝但求金與求田。不知昨

夜城頭鶴，問此無人識墓阡。

其中第六、七兩首，最有味道，第六首暗

示了牛郎、織女相會，其實都在天庭監視之

下，哪有什麼真正私人相處的時間？用意相

當深刻。第七首則是二十首小遊仙詩中罕見

的風格奇崛之作，寫出一種擺脫外力束縛、

無所不能的大自在感。總之，小遊仙詩在楊

維楨作品中並不算出色，至少遠遜於他的竹

枝詞和樂府小絕句。遊仙詩真正的佳作是長

篇樂府體的作品，最好的有三篇：〈奔月卮

歌〉、〈大人詞〉和〈五湖游〉。〈五湖游〉

詩如下：

鴟夷湖上水仙舟，舟中仙人十二樓。桃花春

水連天浮，七十二黛吹落天外如青漚。道人

謫世三千秋，手把一枝青玉虯。東扶海日紅

桑樛，海風約住吳王洲。吳王洲前校水戰，

水犀十萬如浮鷗。水聲一夜入臺沼，麋鹿已

無臺上游。歌吳歈，舞吳劍，招鴟夷兮狎陽

侯。樓船不須到蓬丘，西施鄭旦坐兩頭。道

人臥舟吹鐵笛，仰看青天天倒流。商老人，

橘幾奕？東方生，桃幾偷？精衛塞海成甌

窶，海盪邙山漂髑髏，胡為不飲成春愁。

門人吳復在詩後有案語稱讚道：「先生此

詩雄偉奇麗，逸氣飄飄然，在萬物之表，真

天仙之語也。如『海盪邙山漂髑髏』之句，

使長吉復生，不能過也。」吳復的讚辭也算

恰如其分了，如果硬要在鷄蛋裏挑骨頭的話，

此詩最大的缺失正在末三句。整首詩仙氣盎

然，但當仙人正在逍遙人世、翻手成雲覆手

雨的時節，末三句卻將整個詩境踹回人間，

讀者一瞬驚醒。俗語有云：「生在蘇杭，葬

在北邙」，洛陽邙山為風水盛地，葬在此地

的名流世族，不知凡幾，「海盪邙山漂髑髏」

意指滄海桑田後，一樣要曝骨荒郊，所以人

生當及時行樂。在楊維楨心中，人間之樂不

外乎「樓船不須到蓬丘，西施鄭旦坐兩頭」，

左擁右抱，何等快意！再者，吳復所標舉的

「海盪邙山漂髑髏」的構詞方式仍有李賀的

陰影在，尚未完全擺脫李賀的影響。

( 四 ) 時事詩

楊維楨的時事詩主要針對下層百姓和天災

人禍，具體而言有兩大類：一是詠時人事跡，

二是詠天災人禍。詠時人的作品數量尤其多，

特別是那些兼具忠孝節義事跡的人物，其內

容有如道德教化詩，大抵是有所為而寫的詩

歌，尤其以節婦烈女為最多，它們所體現的

通常不是詩歌藝術，而是道德目的，因此好

詩相對較少。詠天災人禍的則以天災、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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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苦或國事為主，關心民瘼之情溢於言表。

詠天災人禍的作品在藝術手法上較有一讀價

值。

1. 詠時人事跡

楊維楨詠時人事跡的作品，集中在任職地

方的時期，此時的楊維楨礪精圖治，期望在

官場上大展長才，治民安鄉，所以寫了不少

歌詠忠孝節義事跡的教化詩，如上文論楊維

楨思想情感時曾舉過的〈陳孝童〉、〈金溪

孝女歌〉、〈丁孝子行〉、〈處女塚〉等詩

即是。底下這首〈南婦還〉則跳脫了道德目

的，頗值得一讀：

今日是何日，慟返南州岐。汨汨東逝水，一

日有西歸。長別二十年，休戚不相知。去時

愰（蠆）髮青，歸來面眉黧。昔人今則是，

故家今則非。脫胎有父母，結髮有夫妻。驚

呼問鄰里，共指塚纍纍。訪死欲穿隧，泣血

還復疑。白骨滿丘山，我逝其從誰。

此詩有序云：「南婦有轉徙北州者，越

二十年復還，訪死問生，人非境換，有足悲

者，為賦之。」這是一首歌行體的詠歎調，

情感強度漸次增長，至「共指塚纍纍」一句，

終於迸發出哀痛欲絕的最強音，末四句的描

繪令人不勝唏噓，「白骨滿丘山」之句更是

駭人耳目。此詩之感人在於作者營造出了適

度的美感距離，沒有刻意濫情，純粹以旁觀

者的角度，極力鋪衍女主人公的處境──這

也是當時無數受難百姓的真實寫照──從而

傳達出了這些受難百姓濃烈的、難以癒合的

傷痛。此詩的「南婦」或許實有其人，但詩

歌所鋪衍開來的則是百姓普遍的苦難，詩境

的拓展相當成功。

2. 詠天災人禍

詠天災人禍的詩，大致也都作於楊維楨入

吳之前。〈大風謠〉就是一首有感於天災肆

虐的作品：

大風起，不終朝。如何三日夜，日日夜夜旋

扶搖。捲水覆我舟，捲土覆我愰。烏乎太平

玉琯將誰調，五日一風不鳴條。

三日三夜，狂風肆虐，翻舟毀愰，百姓生命

財產受到嚴重威脅，詩人祈愿風災能止息，

希望五日一風，但風力不要大到吹得樹枝都

會鳴叫。類似因天災而寫的詩在《鐵崖先生

古樂府》卷五尚有〈地震謠〉、〈苦雨謠〉，

因災情而致生民困苦、急需救助的〈周急

謠〉、〈勸糶謠〉等，應該都是楊維楨前期

在官任內所作，關心民瘼之外，也希望上司

或中央能及時濟助。這些天災詩以〈大風謠〉

的藝術成就較高。

規模更大，敘述更深刻的當屬長詩〈賣鹽

婦〉：

賣鹽婦，百結青裙走風雨。雨花灑鹽鹽作鹵，

背負空筐淚如縷。三日破鐺無粟煮，老姑飢

寒更愁苦。道旁行人因問之，拭淚吞聲為君

語。妾身家本住山東，夫家名在兵籍中。荷

戈崎嶇戍閩越，妾亦萬里來相從。年來海上

風塵起，樓船百戰秋濤裏。良人賈勇身先死，

白骨誰知填海水。前年大兒征饒州，饒州未

復軍尚留。去年小兒攻高郵，可憐血作淮河

流。中原音信絕，官倉不開口糧闕。空營木

落煙火稀，夜雨殘燈泣嗚咽。東鄰西舍夫不

歸，今年嫁作商人妻。繡羅裁衣春日低，落

花飛絮愁深閨。妾心如水甘貧賤，辛苦賣鹽

終不怨。得錢糴米供老姑，泉下無慚見夫面。

君不見繡衣使者浙河東，采詩正欲觀民風。

莫棄吾儂賣鹽婦，歸朝先奏明光宮。

詩寫賣鹽婦淒苦的一生，一由於戰亂，一

由於鹽戶在元代的處境。楊維楨擔任過錢清

場鹽司令，對鹽戶的困苦處境知之甚詳，寫

來鞭闢入裡，入木三分。就其寫作手法而言，

第一時間讓筆者想起了杜甫的〈兵車行〉，

篇章結構及問答形式約略近似，表現百姓困

苦流離的立意也相同，唯此詩的用詞造句求

新求變，力求擺脫前人窠臼，頗有幾分杜甫

沉鬱頓挫的風格，又具有獨特的鐵崖風味。

全詩以賣鹽婦作引，鋪寫詩人十分熟悉的鹽

戶悲苦，稱得上功力深厚。

( 五 ) 其他

放在「其他」類別的主要有兩種題材：香

奩詩和宮詞，原因是兩者的詩藝價值並不高。

楊維楨的香奩詩其實名氣甚大，前文已有論

及因時人的惡感，楊維楨還特別撰文辯解自

白。元末明初的王彝曾撰〈文妖〉一文，痛

罵楊維楨「以淫辭怪語裂仁義、反名實，濁

亂先聖之道。顧乃柔曼傾衍，黛綠朱白，而

狡獪幻化，奄焉以自媚，是狐而女婦，則宜

乎世之男子者之惑也」，指的大概就是香奩

體之類的艷情詩。

楊維楨的〈香奩集〉和〈續奩集〉由於流

傳已久，知者甚眾，所以後來章琬編《鐵雅

先生復古詩集》時也收錄在內，當然可能楊

維楨本人也喜歡香奩詩，儘管飽受抨擊，依

舊不忍割捨。再者，〈香奩集〉以七言八句

樂府體寫作，設色穠豔，風格柔靡，而〈續

奩集〉則改用七言四句樂府小詩體，豔情意

味淡了許多。〈香奩集〉前已例舉，此處再6  「月牙」指女子蓮鞋（弓鞋），「靿」為襪頭，「幧」為髮巾，「葵花斗」原為葵斗碗，此指弓鞋。二句意指：幾個女人玩踢
踺子遊戲（蹋踘），穿著蓮鞋，束起襪頭，髮上綁著紅色髮巾，踢著踢著，把鞋子也踢落到月門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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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續奩集〉二首示例：

歌徹陽春酒半醺，玉尖搦筦（握筆）蘸香雲。

新詞未上鴛鴦扇，醉墨先汙蛺蝶裙。

──〈續奩集二十詠〉‧學書

月牙束靿紅幧首，月門脫落葵花斗 6。君看

腳底軟金蓮，細蹴花心壽郎酒。

──〈續奩集二十詠〉‧蹋踘

詩思全集中在女子身上－－裙子和小腳：

字還沒開始寫，墨汁先弄污了裙子（〈學

書〉），一邊蹋踘，還一邊提醒讀者要注意

女子的小腳（〈蹋踘〉），詩境既窄小瑣碎，

其所暗示的情思又難登高雅之堂，它是詩之

一體，但絕非楊維楨的高明之作。

至於宮詞，主要是和薩都剌的〈宮詞十二

首〉，宮詞的成就自然比不上薩都剌，但也

有自其特色。楊維楨嘗云：

宮詞，詩家之大香奩也，不許村學究語。本

朝宮詞者多矣，或拘於用典故，又或拘於用

國語，皆損詩體。天曆間，余同年薩天錫善

為宮詞，且索余和什。通和二十章，今存

十二章。

「不許村學究語」正是宮詞不同於竹枝

詞的關鍵，因為吟詠的對象是宮中女子，措

詞需要避免俚俗鄙陋。楊維楨的〈香奩集〉

受時人抨擊已如前述，須知香奩詩本以寫女

子儀態、外貌、心思甚至肉體為主，性暗示

也所在多有，這種體格風貌的詩可以用來寫

宮詞嗎？而且楊維楨現存的宮詞是和薩都剌

的，用的是七言樂府小詩體（四句），其內

容情韻跟〈香奩集〉的八句詩體也不同（〈續

奩集〉改用七言樂府小詩體（四句），風貌

大變，端正多了），所以楊維楨的宮詞都比

較適合歸入竹枝詞而不是香奩體，只是體貌

畢竟和竹枝詞不似，所以擺在「其他」類別。

姑舉三首示例：

薰風殿閣日初長，南貢新來荔子香。西邱阿

環方病齒，金籠分賜雪衣娘。

──〈宮詞十二首〉其四

北幸和林幄殿寬，鉤麗女侍婕妤官。君王自

賦昭君曲，敕賜琵琶馬上彈。

──〈宮詞十二首〉其六

金屋秋深露氣涼，宮監久不到西廂。丁寧莫

竊寧哥笛，鸚鵡無情說短長。

──〈宮詞十二首〉其九

楊維楨宮詞的寫作模式比較保守，因為無

由親眼目睹宮禁女子的生活場景，所以只能

根據傳聞，以臆想形諸筆墨，加上心理上潛

在的制約，因此楊維楨的宮詞總是隔了一層

霧氣甚至布幕，缺乏即視感和真實感。譬如

「其四」一首，想像宮中吃食只能想到楊玉

環吃荔枝的老典故，「其六」則想像宮中聆

樂的場景，也只想到昭君琵琶的陳年舊聞，

「其九」則以唐玄宗兄「寧哥」喻指宮中生

活百無聊賴，說長道短之事難免。

最後針對楊詩的題材作一個簡單的小結。

詠史詩是楊維楨作品中數量最多的類別，寫

作時間也貫穿了楊氏一生的創作時期，而遊

仙詩則大抵創作於十年禁錮時期，這兩類詩

作也是鐵崖體的主要題材，風格奇崛，變幻

多姿。竹枝詞則是楊維楨最普遍受到歡迎的

類別，主要創作於入吳前後，約一、二十年

間，作品數量雖然不多，但影響出奇的大，

稱得上是楊詩的第二種風貌。至於香奩詩和

宮詞，則大抵是話題性遠大於它們的藝術價

值，其實不宜高估。

楊維楨詩的藝術特色

一、楊維楨詩的技巧特色

在元代詩人中，楊維楨是少數屬於技巧派

的詩人之一，儘管他的詩論並沒有特別強調

技巧的重要性。他的技巧是一種積極修辭的

最佳典型，楊維楨喜創新，喜走偏鋒，不願

隨人俯仰。他的詩在很大程度上說，就是他

的人格的體現。這一點我們在下一目會進一

步論述。此處我們僅就他的詩歌技巧，具體

論述。

( 一 ) 造語奇崛

楊維楨表現技巧最顯眼之處，就是他的造

語奇崛，力求獨創。而奇崛的詩句，有部分

原因是其用字構詞的獨特和考究。劉美華在

其《楊維楨詩學研究》中，曾就楊維楨在用

字方面的特色，歸納出四點：一、喜用色彩

字；二、喜用無美感之字；三、喜用動字之

具硬性者；四、喜表情強烈之字。其中一、

三兩點不太能成立。以色彩字而言，凡是存

詩數量夠多的詩人，大致都可以舉出不少於

楊維楨的色彩字用量，尤其沒有運用大量色

彩字以營造特殊詩境的傾向，因此，色彩字

尚不足以成為楊維楨的用字特色。至於第三

點「動字之具硬性者」也非楊維楨特有的用

字法，劉美華舉出了斫、折、裂、破、刳、撞、

射、鞭、碎、剔、崩、敲……等字，例證如：

「胡酥入饌損我食，胡風中人裂漢衣」；「神

犀然光射方諸，海水折裂雙明珠」；「刳胎

乃墮歡伯計」；「按劍或為龍鬼奪」；「寒

星墮地風折嶽」；「今年狼山敲豸角」；「倒

7 四種楊維楨詩集指：一、《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卷，二、《鐵雅先生復古詩集》六卷，三、清人樓卜瀍的《鐵崖三種》，四、
毛晉輯錄的汲古閣本《鐵崖先生古樂府補》六卷。作此統計時，律詩沒有列入，理由是：除了少數幾首，楊維楨的律詩是最平
淡的，律詩如果列入計算，則所得的楊維楨常用詞會更平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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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君山輕一粒，浪中拍碎岳陽樓」；「雨工

騎羊鞭迅雷」；「鬼妻扣骨骨欲應」；「剔

目以為瞍」；「能斫我頸」；「快刀不斫兩

牝妖」；「銅駝崩，鐵甕裂」等。仔細品味

這些例證，其實突出的不是用字，而是構詞

造句。其餘兩點，則大致可算楊維楨用字較

獨特之處，只是其數量也沒有劉氏所言那麼

多，底下簡述其論點及例證，並將「喜」字

刪除：

一、無美感之字

楊維楨詩中常用各種缺乏美感，傳統上詩

人很少使用的字眼。劉美華舉了六個字詞：

用血字（如「口血離離海同乾」、「父再顧，

眼血枯」、「眼中紅冰嵬下血」）；用髑髏

（如「黃金無方鑄髑髏」、「海盪邙山漂髑

髏」、「千載髑髏夜生齒」）；用白骨（如

「白骨滿秋山」、「白骨臭腐神不還」、「中

填白骨外塗血」）；用腥字（如「龍腥忽逐

魚風起」、「轀中祖龍吹鮑腥」、「眼中燐，

吹欲腥」）；用妖字（如「慘紫帳中妖牝啼」、

「海棠花妖睡初著」、「斬妖蔓，拔禍根」）；

用鬼字（如「水底嘍嘍話紅鬼」、「神絃夢

入鬼工秋」、「一飲銀鬼泣」）。

二、表情強烈之字

劉美華舉出的例證有：啼、泣、涕、愁、

恨……等字。用啼字者，如：「行人歸，啼

石柱」；「青頭少婦泣血啼」；「流鶯水邊

啼向人」；「明日啼紅臨上頭」。用泣、涕、

哭等字者，如：「履晨霜兮泣吾天」；「白

鼉豎尾月中泣」；「游魂夜哭燈前走」；「四

體著人嬌欲泣」。用死字者，如：「有年不

死將誰齊，公死河靈伯，妾死河靈妻」；「分

死薄命穹廬域」；「關朱爭兩死，兩死獨誰

當」；「七十貧欲死」。用愁、苦、悲、恨者，

如：「撞鐘飲酒愁海翻」；「銅雀春深愁大喬」；

「苦煞蕭娘睡方美」；「銅台多少丁寧恨」。

熟悉李賀詩的人，一見即知，上述的用字

法大半都是李賀首創的，在李賀之前，從沒

有詩人使用如此不具詩意的字而能創出另一

番詩境。元代另一位詩人薩都剌學李賀學得

更得其神，而楊維楨是取李賀的用字法，自

創新語，別出一格，在詩歌創造力上講，楊

維楨有其開新變化之功，只是未能徹底蛻變。

除了上引劉美華對楊維楨用字法的例證

外，底下筆者再將統計出的楊維楨常用詞彙

列出部分。統計的資料是根據四種楊維楨詩

集，刪其複重，得一千餘首 7。這份用詞頻率

表所列為超過十次以上者：

下表所列楊維楨常用的詞彙，普通到可稱

之為平凡無奇，在任何詩人的集子中都俯拾

即是，但他的詩句卻經常呈現出奇崛幻麗的

特點，更可以說明，其詩風格的形成主要是

著力於構詞造句，而不單純是因為用字的與

眾不同。僅以上舉劉氏拈出的例句，就足以

證明此點。再看看楊維楨的〈簫杖歌（為永

嘉璣天則道人賦）〉，通首七言，沒有長短

句，前十六句，四句一韻，一韻一轉，末五

句一韻，形式還是有些變化，此詩最能展現

楊維楨在造句上的匠心獨運：

空心勁草琅玕節，瘦如筆枝赤如鐵。壺公手

中曾擲之，黃公石上飛星裂。璣天道人隻眼

青，見之不減九節藤。神丁未窺混沌竅，中

有萬壑銅龍聲。道人親鋻崆峒玉，九漏玲瓏

尺度足。黑蛇飛來膝上橫，道人手中嘯鸞鵠。

自言奇音不敢作，寒星墮地風折嶽。去年臺

山解虎鬥，今年狼山敲豸角。鐵崖相見洞庭

東，腰間遂佩蒼精龍，湘江雨腳吹雌風。相

呼道人本上座，杖陂水拔鬚眉峰。

詩意很簡單，用了幾個道教常見典故，穿

插幾句精心推敲的奇崛之句，嚴格說來，此

詩太著力於雕琢詞句，立意並無特別之處，

算不上是佳構，但已足以說明楊維楨在造語

上的語不驚人死不休了。

( 二 ) 長短句的運用

楊維楨的詩一如他的為人，欣賞的人愛之

不已，不欣賞的人避之如蛇蝎。楊維楨是一

個太具個人風格的詩人了。在技巧上他廣泛

使用長短句，而且是非詩非文，韻調奇特的

長短句；當然，絕句小樂府及數量很少的拗

律，不在此內。

長短句也就是散化句法的運用，前人所謂

以文入詩者，這本是唐代文豪韓愈的拿手絕

活。「以文為詩」一詞，自宋人呂惠卿提出

後，就此成了後人描述韓愈詩歌的常用詞語

之一。後代詩家中，最早師法韓愈的筆法且

能形成個人特色的，當推宋代的歐陽修。其

後，蘇軾又承其餘緒，進一步地變化使用這

種敘述性特長的筆法，把詩歌的特色及風格，

導向另一個廣闊的空間。宋代雜言體詩的興

盛，即是最有力的證明。楊維楨的詩，不論

是長篇或短章，不論其抒寫內容為何，長短

句的廣泛使用是很醒目的一項特色。

表 5-1 楊維楨詩用詞頻率表

頻率 用詞

十次以上

一笑、八十、千秋、五色、五花、天王、可憐、西湖、宜男、珊瑚、泰山、豺虎、蓮葉、蓬萊、燕子、

鐵笛、十日、丈夫、千歲、女兒、天下、仙人、白頭、吳王、孝子、明月、東方、長城、春風、須臾、

當時、萬里、千里、日日、老人、相見、楊柳、二十、十年、不得、白日、何處、夜夜、青天、昨夜、

飛來、鳳凰、歸來、一日、十二、山頭、天上、何以、洞庭、桃花、人間、千金、今日、君王、使君、

芙蓉、宮中、天子、明朝、烏乎、鴛鴦、七十、不如、東家、不可、不能、如何、江南。

二十次以上 黃金、吁嗟、將軍、道人、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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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維楨的散文平順通暢，文意顯豁，絕無

絲毫滯礙處；但他的詩卻完全不同。他的詩

「剪紅刻翠」、「聱牙棘口」、「故為險僻」，

以奇崛的文句入詩當然是韓愈首開風氣，但

從沒有詩人走得像楊維楨那麼遠過。如〈漂

母辭〉：

諸母漂泗濱，一母眼中識窮人。盤有餘餕，

及女王孫。竟我漂食踰兼旬，王孫封王報母

以千金。丈夫養賢不如漂母仁，又豈知鍾室

妒婦殺功臣？過客酬墓千千春。

這首詩彷彿是節奏特殊的短篇散文，有敘

有議；而前後起結無端，又純粹是詩的筆法，

這種作品在楊維楨的詩中觸目皆是。至於〈介

山操〉，不僅具有楊維楨的獨特風味，而且

詩味更濃，因為沒有牽強的議論強行介入：

一龍失所，五蛇從之周天下。四蛇完身，一

蛇獨虧股。龍上天兮，蛇各有戶。一蛇無戶，

薄以焦火。吁嗟乎，四蛇從龍作甘雨，一蛇

焦枯無恨在下土。

這種伸縮在我、長短隨意的詩句，確實如

沈德潛所說的具有「振盪其勢」的效果。據

章琬的詩前說明，楊維楨寫此詩的動機只是

嫌〈琴操〉中的原辭不合其意，所以依原意

加以改寫，楊維楨許多樂府古辭的創作動機

大抵如是。這首在形式上以長短不規則的句

子，模寫介之推心中的一股不平之氣，在音

樂節奏上很相稱而貼切。

正是這股「咄咄逼人」的不平之氣，或輕

或重地籠罩在楊維楨的字裏行間；配合這種

長短伸縮不定的句法，詩的句式也無定規，

有時議論，有時直敘，突兀而來，戛然而止。

音樂性的突出──一種不和諧的突出──使

得運用這種長短句較多的詩篇，文隨聲走，

起結無端，最是高明不過。

( 三 ) 議論成癖

在將近二分之一是詠史詩（不含律詩）的

楊維楨詩集中，到處可以發現楊維楨喜發議

論的習性。有時候他的詠史癖一發作，也不

管是否適當，經常會以直露而又不甚高明的

史觀大暢其言，這使得楊維楨的詩風在詠史

詩中明暢不起來。就這點而言，楊維楨可以

說是利用奇崛的形式來偷渡其史論，而史論

的不當又經常導致形式的孤立──只看到形

式，而表現不出深刻的內容。這種作品不論

見解何等高明，總不會是詩──因為明顯缺

乏詩趣。

楊維楨的〈鴻門會〉、〈虞美人行〉、〈李

夫人〉、〈昭君曲二首之二〉等詩，不直接

以議論入詩，而以意象曲傳其見解，韻調流

暢，形象鮮明，這才是詩，才是楊維楨真正

的佳處。楊維楨嘗自言其以古樂府小絕句體

詩詠史者最佳，已搔著癢處了。楊維楨的詠

史詩篇幅越短者越佳，部分原因在於體製短

小的古樂府小絕句體，由於容納不下具體的

史論、史評、史斷，因此，只能以形象化的

事物來喻指，詩才能擺脫平鋪直敘的毛病，

還其本色。前面已探討過的以樂府小絕句詠

史就是最好的例證，茲再舉數首，以固其說：

吳王張高宴，臺下閱犀兵。高臺三百里，忽

見越王城。               ──〈蘇臺曲〉

帳中歌吹作，玉座翠簾曛。西陵迷望眼，日

暮起浮雲。               ──〈銅雀曲〉

井底生明月，樓頭墜寶星。年年金谷草，春

入美人青。               ──〈綠珠辭〉

生為仲卿婦，死與仲卿齊。廬江同樹鳥，不

過別枝啼。             ──〈焦仲卿妻〉

這些詩的好處即在不強作解人，而轉以奇

思妙想又利用具體形象去塑造生動的意象，

以意象曲傳作者史意，耐人尋味。

二、楊維楨詩的風格

本章已多次強調過楊維楨的「咄咄逼人」

和「狷直忤物」，另一方面，楊維楨諳於《春

秋》之學，又抱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如果

我們相信詩如其人的老話，那麼，楊維楨的

詩就必然是風格稜角畢露、內容深寓道德規

誡的模樣。從這個角度來觀察，這句老話對

了一大半，但並沒有全對。楊維楨有官在身

時的勤政愛民，登山覽水時的閒逸瀟灑，寫

詩議論時的板滯面孔，遁居吳中時的耽於聲

色，……到底哪一種才是楊維楨的真面目

呢？或許可以這麼說，他帶有些許雙重人格

特徵，一嚴謹，一放縱；一重道德，一重美色；

一面是陽剛，一面是陰柔。

( 一 ) 奇崛幻麗

楊維楨詩的風格很容易辨認，在元代所有

詩家中，只有楊維楨的詩自成一格，時人號

為「鐵體」或「鐵崖派」。前者是楊維楨詩

歌的獨特風格，用「鐵」字來形容他的詩風，

不僅因為他自號「鐵崖」的關係，還因為他

的詩主要就是以陽剛的奇崛怪麗為骨架；後

一個稱呼，則指出楊維楨詩風的影響和自成

一家。楊維楨在元末為一代詩壇盟主，他的

方外知交張雨曾評論他的詩道：

其所作樂府古辭，隱然有曠世金石聲，人之

望而畏者。又時出龍鬼蛇神以眩蕩一世之耳

目，斯亦奇矣！（〈鐵崖古樂府序〉）

宋濂〈楊君墓誌銘〉云：

其于詩，尤號名家，震蕩凌厲，駸駸將逼盛

唐。驟閱之，神出鬼沒，不可察其端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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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文中之雄乎！

胡應麟則在詳述其各體詩短長後，總評道：

楊廉夫勝國末領袖一時，其才縱橫豪麗，亶

堪作者。而耽嗜瑰奇，沉淪綺藻，雖復含筠

吐賀，要非全盛典型。（《詩藪》）

同時人評論楊維楨詩「隱然有曠世金石

聲」、「時出龍鬼蛇神以眩蕩一世之耳目」、

「震蕩凌厲，駸駸將逼盛唐」，就其佳處而

言是可以接受的特點，這主要是從其奇詭幻

麗之風格立論。胡應麟則一方面讚美他的「縱

橫豪麗」，一方面也指出其缺點，「耽嗜瑰

奇，沉淪綺藻」，八字之評，畫龍點睛。胡

應麟之說很能代表元、明、清人對鐵崖詩風

的愛恨情結，但我們從現代文學的角度來看，

有必要再進一步強調：獨創性強的作家，勇

於突破窠臼，追求新的藝術手法，這是一把

兩面刃，篳路襤褸本就是在荊棘叢中開闢新

的路徑，其難度之大、失敗率之高，皆可想

而知，而其成果自然也特別甜美，像前面分

析過的〈鴻門會〉、〈虞美人行〉、〈李夫

人〉、〈昭君曲二首之二〉、〈大人詞〉、

〈五湖游〉，以及諸多樂府小絕句和竹枝詞，

都代表了楊維楨不甘隨人俯仰、勇於創新的

成果，即使置之古代一流詩人的集子中，也

是戛戛獨造之音，難得的上乘之作。對比楊

維楨的律詩（尤其是七律），更能清楚認識

到這一點，楊的律詩文從字順，語意明晰，

但卻也平凡到毫無特色，與唐、宋名家相比，

更是平庸之至，所以楊維楨棄之如敝屣，胡

應麟也說「五七近體句格平平，殊無足采」。

楊維楨避短揚長，劍走偏鋒，未嘗不是明智

之舉。對楊維楨，我們當如是觀，儘管他失

敗的作品不少，也無法抹摋他是一流詩人的

事實。

( 二 ) 情韻綿緲

除了鐵崖體，我們也應該看楊維楨詩的另

一特色，即情韻綿緲的一面，這是他在樂府

小詩及竹枝歌、樂府體民歌上的最大優點。

這時候的楊維楨收斂其詠史癖，純任其情感

流走，以奇思妙想取代並不適當的史論，詩

的境界全出，我們才真正看到詩人的真面目，

此類作品前面也多有論述，底下再舉四首示

例：

長城飲馬窟，飲馬馬還驚。寧知嗚咽水，猶

作寶刀鳴。　　　　　　　──〈飲馬窟〉

此詩祖述杜甫〈前出塞九首〉「磨刀嗚咽

水，水赤刃傷手」二句，暗寓反戰之意，意

指隴頭水因長期磨刀，致使水流也沾染上肅

殺之氣，驚嚇到了前來飲水的馬匹。此詩應

是為元末戰亂而發，語短意長，蘊藉有味。

月出關山頂，將軍鼓角悲。漢皇今夜宴，影

落素娥池。　　　　　　　　──〈關山月〉

此詩亦有強烈的反戰思想，泛詠漢皇恣意

開邊，窮兵黷武，將士在外浴血殺敵，漢皇

卻猶自與後宮美女玩樂。也是用意深刻委曲

的佳作。

家住越來溪上頭，臙脂塘裏木蘭舟。木蘭風

起飛花急，只逐越來溪上流。

──〈吳下竹枝歌〉之二

詩以虞姬早年習劍臙脂塘邊的民間傳說

（相傳虞姬死後，臙脂塘水猶留有餘香），

又結合吳越西施（家住越來溪）事，藉著兩

則民間傳說，對西施、虞姬深致哀思，謀篇

立意，頗為巧妙。

今朝天氣清明好，江上亂花無數開。野老殷

勸送花至，一雙蝴蝶趁人來。

──〈漫興〉之五

這是非常輕鬆寫意的一首詩，看著蝴蝶逐

花趁人而來，不禁令人莞爾。這種情懷的詩

在楊維楨集中頗為罕見，當是詩人妙手偶得

的傑作。相比於鐵崖體，完全是兩種不同的

風格，情韻悠長，立意深遠，令人吟詠再三，

回味無窮。

結語

清人顧嗣立嘗云：「至正改元，人才輩出，

標新領異，則廉夫為之雄，而元詩之變極

矣。」顧氏從元代詩史的角度，肯定了楊維

楨在元末詩壇上的領袖地位，今日看來，仍

屬不刊之論。「標新領異」四字，一方面指

其樂府詩在詩藝上的創獲，一方面也說明了

楊詩在元末所起的作用和影響。再者，後世

讀者對楊詩的接受程度存在很大歧異，愛之

者譽之於九天，惡之者詆之於九泉，關鍵就

在於楊詩的主要風格──鐵崖體。鐵崖體奇

詭幻麗，不拘於一格，即使在中國詩歌史上

都是非常突出的，讀者很容易辨識。從歷代

詩評家對其詩優劣的爭議程度來看，也能從

側面證明楊維楨的成就和價值，因為平庸的

詩人不可能引起如此激烈的論爭，他不僅是

元末詩壇的桂冠詩人，在中國詩歌史上也必

然會占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