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1.20古典詩選讀： 
  【人與社會】映照現實：人情冷暖的社會縮影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 
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 
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 
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 

一、歷史的見證：〈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以聽覺切入；串聯
視覺。轔轔與蕭蕭
皆是聲音摹寫的觀
察，杜甫一開始便
營造了一個匆忙、
混亂的場面，來反
映徵兵現場的混亂
與失序，凸顯徵兵
的臨時性、急迫性。
此外，車聲、馬聲
的此起彼落，更深
刻的表達了時間的
正在進行。 

點出戰爭的主題。 
而開啟了以下的預
示： 
1.戰爭勝負的死傷 
2.妻離子散的悲哀 
3.百姓牽連的無奈 

呼應「行人」 
來表達不捨的
心情，以及被
迫分離的現實
處境。杜甫縮
影所見的一隅，
然實際上以少
顯多，帶出送
別的場景 

與車馬之徵兵場面相呼
應，彷彿視線一路觀察
到行人湮沒在人群中。
而塵埃的漫天狀況，也
就說明了車、馬行動的
倉促、急迫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 
 

與「爺娘妻子走相送」一句相呼應，其
中「哭」字頂真性修辭使用，將前句壓
抑的情感達到飽和後的疏泄，面對「行
人」的離，隨著送別的時間的長，而不
捨加劇。因此以「直上雲霄」的哭聲說
明壓抑情緒的徹底潰堤。 

「牽」、「頓」、「攔」三個動詞在意
義上都有牽制「對方」的阻擋性意含，
以表示家人對行人的行的不捨，且試圖
爭取時間，來對抗「行」的必須性；而
「哭」則說明沒辦法改行人將行的結果，
即再大的不願意，都無法干預政府的徵
兵，進而凸顯政府的霸道與自私。 

杜甫的
隱含性
出場、
介入 
，成為
事件當
中的局
外人、
紀實者。 

行人作為被徵召的角色，僅以 
「但云點行頻」回應，相對於 
其親人痛哭情緒，反而平靜許 
多。意味著當事人對於現實無 
奈的接受與自覺，尤其從「點 
行頻」的政府作為來看，表示 
被徵召是遲早的事，終究無法 
躲避。 



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表示徵兵年齡的差距很大： 
年輕的人力量較大所以適合前線
用武；年老的人力量較弱所以適
合幕後經營軍糧，而從年老的人
都還需要「從軍營田」的現象 
來看，說明兵力人員之缺，意味
著每場戰爭的死傷損耗很大，故
要不斷的徵召。 

表示徵兵時間的過度很長： 
以里正的「裹頭」表示年齡尚小，
而歸來的「頭白」則表示征戰沙
場的時間之久。其中「還戍邊」
則呼應了前句「四十西營田」的
現況。而「還」字，則充分的將
徵兵無奈的現實表現出來，即苛
政的無道，人民只能任由擺布。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一切的根源，全來自於唐玄宗的開拓疆土，征戰異族。而未已， 
說明了不管血海慘況，人民處境，非達到期統治的目的才甘休。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君，是對杜甫
的稱呼，試圖
透過百姓的口
吻，寫實化長
期戰爭的結果
對人民百姓 
的生活有多大
的影響。 

二百州、千村萬落， 
都指涉者服員的遼闊廣大，
照理本該是物產豐饒的環境
卻因為征戰的關係而成了荒
田。一方面，說明徵兵的結
果造成農事人力的短缺，勞
動力在沒有男性幫助下無法
有效落實；另一方面則點出
戰征破壞了弄農田，滿目瘡
痍，更不可能耕種。 

杜甫形塑一個健婦的角色來說明
留守在家的女性對於生活經濟的
持守，然而「健婦」只是最理想
的狀況，意味著即便在最理想的
狀況中落實農事，也都一事無成，
而現場那些經濟短缺，手無縛雞
之力婦人，處境更是辛苦。杜甫
藉由「健婦」的觀照，事實上則
是要凸顯隱沒不再文本敘事中的
那群弱勢者的悲哀。 

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 

回應「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一句，即以敵強我弱說明這樣的開疆拓土多
是無意義的犧牲人民百姓，面對秦兵戰士只如雞犬任人驅使宰割；然而受制於命令的戰
士又何嘗不同於雞犬任帝王的政令擺布呢？意味著苛政跟戰爭並無不同，甚至更勝之。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不論是長者，還是役夫，都很清
楚的知道征戰一事的不智，唯獨
君王陷溺其中，此為君王的不智；
然「申恨」的不敢，表示君王的
獨霸，反映面對強權人民只有依
從的可悲。 

年末是家人團圓過節的日子，然
而卻「未休」，說明君王統治的
不人道，以呼應為何會有「恨」，
以及長者會有「問」。同時也反
映戰況的不穩定性，乃至於必須
時時戒備。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 
 

呼應「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一句，因為年年征戰， 
缺乏人力、沃土，如何可以有收成來付租稅．然而政府官員並不理會， 
他們只要結果，於是不斷的惡性循環，百姓只能越來越苦。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在戰爭的現實前提上，對重男輕女價值觀的逆反，男的既然會被抓去當兵生死未卜 
，不如生女的至少還可以就近照料不致分離。 

因果關係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 

回應上句，埋沒隨百草，說明遠赴而戰
死沙場的徵兵根本無從得知身分角色，
家屬更不可能有機會認屍、收屍。 

生前未敢申的冤，以及離行哭別，都只能在 
死後的世界宣洩。因此雨聲不再是雨聲，是 
沙場冤魂對暴力政府的控訴。 



二、貧富的差距：〈洛陽女兒行〉 

洛陽女兒對門居，纔可顏容十五餘。 
良人玉勒乘驄馬，侍女金盤鱠鯉魚。 
畫閣朱樓盡相望，紅桃綠柳垂檐向。 
羅帷送上七香車，寶扇迎歸九華帳。 
狂夫富貴在青春，意氣驕奢劇季倫。 
自憐碧玉親教舞，不惜珊瑚持與人。 
春窗曙滅九微火，九微片片飛花瑣。 
戲罷曾無理曲時，妝成祗是薰香坐。 
城中相識盡繁華，日夜經過趙李家。 
誰憐越女顏如玉，貧賤江頭自浣紗。 



洛陽女兒對門居，才可顏容十五餘。良人玉勒乘驄馬，侍女金盤鱠鯉魚。 

對門居點出了作者的方
位以及觀看的視角，帶
出了第三人稱的敘述內
容，以作為現實社會的
觀察者、旁觀者。 

破題點出故
事中的主角， 
帶出後面一
連串作者對
其的直接觀
察。 

點出年紀與姿色 
青春年華正是這 
位洛陽女子最好的 
身分、社會資本 
（婚嫁）。 

描述婚嫁的張揚場面 

從玉勒、金盤的配飾來看， 
可見男方家境背景相當富裕。 

驄馬、鯉魚都非一般家庭可以消費的 
奢侈物，寶馬佩玉飾、金盤裝鯉魚都 
反映生活的奢華至極。 

透過側筆書寫帶出 
 女子身分境遇的轉變 

女主角的身分從隱微漸趨清晰 

女主角身分的尊貴性 



畫閣朱樓盡相望，紅桃綠柳垂檐向。羅帷送上七香車，寶扇迎歸九華帳。 

畫、朱、紅、綠都是顏色字，前者「閣」、「樓」說明夫家住所的高大而非
「對門居」的娘家可以相比，又以顏色雕飾來張揚其富庶。即有錢人才住得
起這樣的樓房，才能有這樣講究的裝潢。 

後者以「桃」之紅、「柳」之綠說明春意盎然，借以指涉女子不論是自我的
青春、婚嫁的處境都是在最美好的狀況。即際遇轉變，便如枯木逢春一樣生
意盎然。 

四句的句法結構非常整齊，不但句中對，同時又上下相對，在一段話中女子彷彿是缺席
的在場，在旁觀者的敘述中增添形象。 

「羅帷」對「寶扇」、「七香車」對「九華帳」四個名詞的對句關係可以顯
見女子生活富庶的面貌，尤其搭配「送上」與「迎歸」兩動詞的使用，即透
過僕人迎送的排場行為，將女子生活過的很富庶的狀態具體、講究。又七、
九所概括多數之詞的效果，亦將女子的「富」推到極致，而可極盡揮霍。 



狂夫富貴在青春，意氣驕奢劇季倫。自憐碧玉親教舞，不惜珊瑚持與人。 

鋪張男性 

狂夫既是女子對丈
夫的謙稱，也是詩
人對此男主角揮霍
青春與財富的「猖
狂」解讀。 

狂在揮霍：詩人透過用典，建構男方如何奢侈的形象。首先，第一層 
詩人以石崇為參照對象，指出男方的揮霍行為有過之而無不及，第二 
層則進一步以事例作為證成第一層對其批判的理據。不過石崇的揮霍 
建立在與他人的比富上，男主角則是在女方身上，即為她甘願一擲千金。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
服。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
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
疏，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
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
惜，又以為疾己之寶，聲色甚厲。
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
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
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它枚，如愷
許比甚眾。愷惘然自失。 

狂在青春：以教舞反映男方對
洛陽女兒的憐愛，以致願意把
青春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這
裡同樣可以比觀石崇對於寵妾
綠珠的憐惜。然作者更刻意刻
畫者乃在於凸顯男女間以青春
為資本的魚水之歡。 



春窗曙滅九微火，九微片片飛花瑣。戲罷曾無理曲時，妝成祗是薰香坐。 

聚焦女性 

1.點出季節與時間 
2.「春」的象徵性
意義，呼應桃紅。
男女之間的魚水之
歡，通宵達旦。 

富貴人家用的奢侈品，屬於高級的
油燈，外邊鑲有很精緻的雕飾。詩
人將描寫對象的家具用品帶入詩句，
以凸顯對方富貴的實質性。 

承接上句，精緻刻劃
燈火吹熄的狀態，一
方面營造家室氛圍；
另一方面鋪張奢侈場
面，以標顯身分。 

視線從空間聚焦到女子身上。首先呼應
「自憐碧玉親教舞」，意味男方的教舞其
實只是形式上的表現而已，目的在男女間
的情趣互動。因此，「歌舞」既不是重點，
「理曲」的必要性也就削弱許多，故以
「曾無」（從無、常無）的時間副詞，反
應女子心態上對於理曲的不重要。 

女子對於生活熱情近乎於０，當
享有一切，不再需要牢力與精力
地付出時，便會對經營生活缺乏
興趣與麻痺。因此，此時的女子
只願打妆容，維持外美，而忽視
內在美的保持。 



正因為日夜應酬，所以女主角以無精力才去經營 
自我內美的修行，而呼應前句「妝成祗是薰香坐」 
的麻痺狀態。 
 

城中相識盡繁華，日夜經過趙李家。誰憐越女顏如玉，貧賤江頭自浣紗。 

發表批判： 

富有      VS    貧窮 

洛陽女子嫁入豪門，每天所需要應付的
便是「妝成」後的接待同等社會階級的
「盡繁華」者。其中作者不以「洛陽女
兒家」指稱，而改以「趙李家」，以凸
顯其社會身分的晉升與轉換，從一個平
民百姓，躋升為可比美趙飛燕、李婕妤
等漢皇寵愛的妃子。 

社會上的普遍縮影，即多的是那些不
這麼幸運的女子，努力經營生活的樣
態。越女亦可視為過去洛陽女兒的寫
照，在未嫁得良人前或許正是過著相
同的生活。然後值得注意的是，由頻
到富致使洛陽女失去了自我內美的經
營；然江頭越女則努力的經營生活，
雖未獲憐愛，但卻不失去自我。 

從「自憐」到「誰憐」 
表達了「懷才不遇」的 
艱難處境。洛陽女友良人 
自憐，而貧賤女卻待「 
誰憐」的悲哀，而這才是 
社會絕大數人的寫照。 



三、官吏的欺壓：〈賣碳翁〉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 
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 
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價願天寒。 
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 
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 
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 
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 
一車炭，千余斤，宮使驅將惜不得。 
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值。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 
 

賣炭翁的形象描寫 

思考的起點： 
1.有年紀的老人。 
2.賣炭工作的內容：伐薪燒炭。 
一個有年紀的老人，卻得要從事工作， 
且工作的內容還是相當吃體力的伐柴。 
反應社會待遇的薄弱，而老者豈能真正安之？ 
亦如〈兵車行〉中「歸來頭白還戍邊」般，
任政治支配宰割的處境。作者雖用肯定句描
寫，但欲激發反思， 

具體描摹觀察賣炭翁的形象： 
滿面塵灰、煙火色顯然是燒炭時的印子；而
十指黑除了說明是碰到炭的緣故，臉的污漬
與手的黑，都足以反映了賣炭翁一刻不得休
息的辛勞工作。 

作為一個不介入的社會觀察者，
白居易盡可能的細膩刻畫賣炭翁
的形象，越是具體，越能達到反
思與批判的目的，當然也不斷地
在詩歌中丟下疑問，即究竟賣炭
翁為何要辛勤如此？引發讀者欲
進一步追問的可能與好奇。 



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價願天寒。 

點出賣炭的原因 

由何所營帶出了賣炭翁的貧窮背景， 
賣炭所賺的錢只為了維持一個人的 
生活基本需求：裹腹與衣著。由此可 
呼應，因為生活的艱苦，為了不有一 
餐沒一餐，為了能撐過嚴寒，老翁才 
會如此賣命的賣炭。 

然而，從「可憐身上衣正單」反應了殘酷的現實，
即老翁的炭賣得並不好。尤其由「衣正單」一句可
知道，天氣應該是寒冷的冬季，以及衣服的缺乏。
此外，「正」的時間副詞則強調老翁此刻需要衣服
的迫切性，因此才會有「願天寒」的想法。因為唯
有天寒，人們才會需要大量的炭火，老翁才回有實
質的收入，而非為了謀生賤賣木炭。 

作者不直接設定老翁的自白，而是從老翁賣
炭的動作具體化老翁的形象。同時也點出了
炭翁收入的低薄，乃至於買一件包暖的衣服
都不足夠，因此唯有努力的工作，下一頓才
可能，然而諷刺的是賣得再辛苦，收入仍然
不足自給。       



從「曉駕」到「日已高」以及「牛困人飢 
」說明老翁為了儲備充沛的炭火，這期間 
不斷地在工作。因此終於在快入城前稍作 
休息，以為稍後的賣炭儲留體力。 
 

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 

轉折１ 

天降霜雪彷彿是賣炭翁的及時雨，
因為有了場雪，定然會提高木炭的
買氣，而有了進帳收入，就可以裹
腹、買衣，以暫時緩解生活必需品
的需求性與迫切性。為了搶得商機，
老翁一早就出門運炭到市集，足見
對於這筆生意的期待（可憐身上衣
正單）的需求。 

由此可以看見賣炭翁的賣炭是非常有規劃的 
，意味這樣的生意情況是他所企盼的結果， 
因此不斷想像與籌備。「歇」是一種對於自 
我辛勤工作後的放鬆。換言之，只要能夠 
有所收入，對於賣炭翁而言，這些辛苦的過 
程都可以面對與接受，如果結果是好的。 



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 

轉折２ 

情節的轉折，從「來是誰」到確認身分
後的朝廷「使者」，破壞了老翁賣炭的
計畫。兩名使者強勢的介入作者的敘事
空間。其中翩翩而騎馬的使者，與牛困
人飢滿臉、手指黑的老翁形成了最鮮明
的對比。有勢與無勢間的社會階級差距，
在此一覽無遺。 

使者的出場，並非對老翁的慰問與關懷， 
而是仗著「聖意」要老翁把車牽向北。 
這裡作者放大了對使者的行為描摹，以凸 
顯上位者逼民、威民的場面；而老翁的 
「回車向北」則也說明了屈從官威的結果 
，即宣告所有的辛苦化為烏有。 

作者在這裡省略掉了老翁與使者間對談
的細節，顯然，老翁面對使者的要求，
他一定會有所解釋，說明自己需要生活
等等細節，而這些細節即已在詩前半段
交代清楚，故而可直接省略；然事實上，
也藉以凸顯使者的來勢洶洶，老翁的卑
微。 



千斤餘的木炭究竟值多少錢，作者並未交
代，然而從資源匱與從早到晚的工作， 
衡量，賣炭翁的勞力成本定然是相當可觀
的，然而卻只獲得紅紗與綾作為收穫，不
僅不實用，根本無法救濟老翁的現況。尤
其不直接把紗與綾交給老翁，而是繫在牛
頭上，這無疑是對其職耶的一種輕視。 

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值。 

無可奈何的悲哀 

千餘斤的柴，說明老翁工作之辛勤，才
能夠攢的數量龐大的木柴。這些木柴是
他謀生的唯一來源，然而面對宮使的逼
迫僅能夠以「惜不得」說服自己工作的
徒勞。宮使的「驅」與老翁的「惜」形
成了最大的對比。言外之意，即宮使對
民的不惜，才會有「驅」的行為。 

作者將敘事的尾巴收在此，對於賣炭翁的
後續遭遇作者就不贅言，因為其處境可想
而知。尤其錯過了這麼好的時機。而充炭
值得紗絹，對於老翁而言亦屬多餘，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 
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 
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 
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幹。 
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 
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 
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 
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 
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 
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 
憶昔少壯日，遲回竟長嘆。 
萬國盡徵戍，烽火被岡巒。 
積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 
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 
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試問杜甫該詩與〈兵車行〉的互文性連結？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 
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 
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 
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 
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 
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 
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幹。 
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 
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 
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 
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 
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 
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 
憶昔少壯日，遲回竟長嘆。 
萬國盡徵戍，烽火被岡巒。 
積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 
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 
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兵車行〉 〈垂老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