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中國古典詩詞”，我們會賞析：

文字

內容

情節

除此之外，其實還有：

聲律、意境、技巧等等，

而這些才是詩歌最值得欣賞的地方。

試試賞析以下的作品：



柳永<雨霖鈴>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

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

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

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

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

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有聲



延伸閱讀：音樂與詞
• 劉慶雲註譯《新譯白香詞譜》頁2-3：

「詞，原來被稱為『曲子詞』，即歌詞，是配
樂可歌的，屬於音樂文學。

它所配的音樂屬隋唐宋代的燕樂。

詞一般是先有曲調，然後依聲填詞，故詞又有
『倚聲』之稱。

詞在當時是一種流行歌曲。

北宋是歌唱詞的黃金時代，比如通俗歌曲家柳
永的詞，據宋人記載：『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
柳詞。』他的<雨霖鈴>(寒蟬淒切)是宋金時期流行
的十大名曲之一。



延伸閱讀：音樂與詞

• （續）

但自『靖康之難』北宋滅亡後，歌伎樂工風流
雲散，原來的樂譜也逐漸失傳。

在北宋期間，有些詞人即已不為歌唱而創作

，只是按原來配樂詞的格律來填詞，以抒發自己
的情感、志趣，至南宋更是如此。

當然南宋時，也有一些精通音律的詞人如姜夔、

史達祖、吳文英等可自己譜曲，其詞可歌，但為
數寥寥。



延伸閱讀：音樂與詞

（續）

因此填詞，

在有音譜時期，係指按樂填詞；

音譜失傳後，指的是按格律填詞。

詞樂雖然失傳，詞之格律猶存。

故自南宋至元、明、清，迄於現在，填詞的創
作活動一直延續，如浩浩江流，未曾止息。」



補充資料：宋金十大曲
宋金“十大曲”，又稱宋金“十大樂”，是指元代尚
流行於歌壇的宋金時代的十首歌曲。

元人楊朝英《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卷一所載元
人燕南芝庵的《唱論》最早明確記載了“十大樂”
的說法，並著錄了這十首歌曲的篇名。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十七錄《燕南芝
庵先生唱論》和臧晉叔《元曲選》卷首載《燕
南芝庵論曲》，“大樂”皆作“大曲”。

按《唱論》的排序，“十大曲”依次是 :



補充資料：宋金十大曲

一、蘇小小《蝶戀花》;  二、鄧千江《望海潮》;

三、蘇東坡《念奴嬌》;   四、辛稼軒《摸魚子》;

五、晏叔原《鷓鴣天》;   六、柳耆卿《雨霖鈴》;

七、吳彥高《春草碧》;   八、朱淑真《生查子》;

九、蔡伯堅《石州慢》;   十、張三影《天仙子》。



補充資料：宋金十大曲
《陽春白雪》收錄了“十大曲”文本，但排序卻與《唱
論》不同。《陽春白雪》的排序依次是:
一、坡仙《念奴嬌》;二、（闕名）［商調］《蝶戀
花》;
三、晏叔原［大石調］《鷓鴣天》; 四、鄧千江《望
海潮》;
五、吳彥高《春草碧》;六、辛稼軒《摸魚子》;
七、柳耆卿《雨霖鈴》; 八、朱淑真［大石調］《生
查子》;
九、蔡伯堅《石州慢》;十、張子野［中呂調］《天
仙子》。
這裡最大的不同是蘇軾的《念奴嬌》被提到了首位，
其它作品位元次也相應有一些調整，。



補充資料：音樂與詞
宋‧俞文豹《吹劍錄》：
東坡在玉堂（即翰林院）日，有幕士
善歌，因 問︰

「我詞何如柳七？」
對曰︰ 「柳郎中詞，只合十七

八女郎， 執紅牙板，歌『楊柳岸，
曉風殘月』。

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 琶，鐵
綽板，唱『大江東去』。」

東坡為之絕倒。

（詞在那時，是要由十七、八女郎演唱
的。）



有景



柳永《雨霖鈴》：多情自古傷離別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

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

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

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

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

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寒蟬淒切



對長亭晚，驟雨初歇。



都門帳飲無緒



留戀處、蘭舟催發。



留戀處、蘭舟催發。



執手相看淚眼，更無語凝噎。



念 去去 ……



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



更那堪 冷落清秋節



今宵酒醒何處？
楊柳岸，曉風殘月。

“今宵”二句之

所以被推為名
句，不僅在於

虛中有實，
虛景實寫，

更因為
以景“染”情、
融情入景。



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



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註解:

驟雨：陣雨。都門帳飲：在京都郊外搭起帳幕設宴餞行。

無緒: 沒有情緒，無精打采。

留戀處：一作“方留亦處”。

蘭舟：據《述異記》載，魯班曾刻木蘭樹為舟。後用作
船的美稱。

凝噎：悲痛氣塞，說不出話來。一作“凝咽”。

去去：重複言之，表示行程之遠。

暮靄：傍晚的雲氣。

沈沈：深厚的樣子。

楚天：南天。古時長江下游地區屬楚國，故稱。

經年：一年又一年。

風情：男女戀情。



語譯：

深秋的蟬鳴，令人感到哀婉淒清。在送別的長亭，相對到夜色
來臨，看著一陣驟雨剛過去。
在京城外為你擺設餞別的酒宴上，大家都有說不出的愁緒，正
在依依不捨的時刻，船家卻在催促，即將啟程起航。
與你緊握雙手，互相淚眼凝望，此時喉嚨哽噎，默然無語，相
對淚下。
想你即將遠去，到那煙波一色，漫不可見的遙遠地方，那裡啊，
煙霧迷漫，天闊水長。

最感人的事，自古以來都是為離別而哀傷。更何況在這深秋時
分，冷清的傍晚。
今夜你酒醒的時候該身處在什麼地方呢?想可能在晨風輕拂，
殘月留照的楊柳岸邊吧。
這次遠去將會多年，在這心境下，面對良辰美境也無心觀賞。
而我即使有無限美好的情意，又可向何人去講述呢。



柳永<雨霖鈴>：多情自古傷別離

<雨霖鈴>詞牌名，也寫作<雨淋鈴>，唐教坊曲名。

相傳唐玄宗入蜀時在棧道雨中聽到鈴聲與山相應，
想起楊貴妃，故作此曲<雨淋鈴曲>。曲調自身就
具有哀傷的成分。

• 《明皇雜錄》及《楊杞外傳》云：

“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彌旬，棧道中聞鈴聲。
帝方悼念貴妃，采其聲為<雨淋鈴曲>以寄恨。時
梨園弟子惟張野狐一人，善篳篥，因吹之，遂傳
於世。”

• 以上是<雨霖鈴>的來歷,其中柳永篇最為有名。



柳永<雨霖鈴>：多情自古傷別離

柳永多作慢詞，長於鋪敘。

此詞表現作者離京南下時長亭送別的情景。

這與同樣表現離情別緒，但出之以比興的唐五代
小令是情趣不同的。

北宋時柳詞不但都下傳唱，甚至遠及西夏。

柳詞盛行於市井巷陌，同他這種明白曉暢、情
事俱顯的詞風不無關係。



柳永<雨霖鈴>：多情自古傷別離

上片紀別：

從日暮雨歇，送別都門，設帳餞行，到蘭舟摧
發，淚眼相對，執手告別，

依次層層描述離別的場面和雙方惜別的情態，

猶如一首帶有故事性的劇曲，展示了令人傷心
慘目的一幕。



柳永<雨霖鈴>：
以景染情、融情入景

下片述懷，承“念”字而來，設想別後情景。

劉熙載《藝概》卷四：

“詞有點有染。柳耆卿《雨霖鈴》云‘多情自古傷離

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
曉風殘月’。

上二句點出離別冷落，

‘今宵”二句，乃就上二句意染之”。

確實，“今宵”二句之所以被推為名句，不僅在於

虛中有實，虛景實寫，

更因為以景“染”情、融情入景。



柳永<雨霖鈴>：以情會景
“今宵酒醒何處”，遙接上片“帳飲”，足見雖然“無

緒”卻仍借酒澆愁以致沉醉；

“楊柳岸、曉風殘月”，則集中了一系列極易觸動
離愁的意象，創造出一個淒清冷落的懷人境界。

“此去”以下，以情會景，放筆直寫，不嫌重拙，

由“今宵”想到“經年”，

由“千里煙波”想到“千種風情”，

由“無語凝噎”想到“更與何人說”，

回環往復又一氣貫注地抒寫了“相見時難別亦難”
的不盡愁思。



補充資料：領字

柳永善用「領字」，即：

用一個字「領」出一段話，一段段有層次地抒

寫。

其領字多是思緒動詞，如「念」、「想」等。

在《雨霖鈴》中，便是：

“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思考題

如果這首詞

只寫離別的感情，

沒有景物，

會有什麼不同？

答：會空洞、乏味。



一切景語皆情語
王國維《人間詞話》：

「昔人論詩詞，有景語、情語之別。

不知一切景語，皆情語也。」

含義：

景語：描寫景物的文字。

“一切景語皆情語”，是指出：

詩詞中所有景物都寄託有情思。

這是強調：情思要通過寫景表現出來。



思考題
《詩經 · 小雅 · 采薇》：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思考題
這首詩描述了這樣的一個情景：

寒冬，陰雨霏霏，雪花紛紛，一位解甲退役的征夫在
返鄉途中踽踽獨行。

道路崎嶇，又飢又渴；但邊關漸遠，鄉關漸近。

此刻，他遙望家鄉，撫今追昔，不禁思緒紛繁，百感
交集。

艱苦的軍旅生活，激烈的戰鬥場面，無數次的登高望
歸情景，一幕幕在眼前重現。

此詩就是三千年前這樣的一位久戍之卒，在歸途中的
追憶唱歎之作。

其類歸《小雅》，卻頗似《國風》。



思考題
這首詩描述了這樣的一個情景：

道路崎嶇，又飢又渴；但邊關漸遠，鄉關漸近。

此刻，

艱苦的軍旅生活，激烈的戰鬥場面，無數次的登
高望歸情景，一幕幕在眼前重現。

此詩就是三千年前這樣的一位久戍之卒，在歸途
中的追憶唱歎之作。



思考題
《詩經 · 小雅 · 采薇》：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詩中提到，寒冬，陰雨霏霏，雪花紛紛，一位解
甲退役的征夫在返鄉途中踽踽獨行。

他遙望家鄉，撫今追昔，不禁思緒紛繁，百感交
集。

詩中，說到“楊柳依依”、“雨雪霏霏”，

如果不寫出來，又會如何？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柳者，留也。



補充資料：楊柳

古代詩詞中「楊柳」意象不是指楊樹和柳樹，而
是指柳樹，一般是指垂柳，這是一個詞，不是楊
和柳並列。

折柳送別是古人的一個習俗，形成這個習俗大概
因為古代交通不方便，遠行走水路居多，而水邊
多植柳樹，折柳條最方便。

而且柳者，留也，

也更能表達送別者的依依惜別之情。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思考題：借景言情
在藝術上，“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被稱為《三百篇》中絕佳詩句之一。

自南朝謝玄以來，對它的評析已綿延成一部一千
五百多年的闡釋史。

此句之佳，在於：

王夫之《薑齋詩話》：

“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

劉熙載《藝概》：

“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



一切景語皆情語
「景語皆情語」，明確地道出了景物描寫的感情
色彩。

這正如古人所講：

「非物無以見我，而觀物之時，自有我在」；

「物因情變」；

「物皆著我之色」。

這就意味著：僅客觀地景物描寫，是不足取的；

這就強調了：景物描寫應該融入作者深厚的感情。

寫景之筆，愈是賦予深情，便愈能扣人心弦。



一切景語皆情語
景語傳情，又有兩種方法：

一是正面描寫

如寫人物的歡樂時，則是風和日麗，鳥語花香；

寫人物的不幸時，則是淒風苦雨，愁雲慘淡。

景與情，是相輔相成的。如：

杜牧《清明》：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雨紛紛 · 欲斷魂



路上行人欲斷魂
“行人”，是出門在外的行旅之人。

什麼是“斷魂”呢？在詩歌裡，“魂”指的多半是精神、
情緒方面的事情。“斷魂”，是竭力形容那種十分強烈、
可是又并非明白表現在外面的很深隱的感情。

在古代風俗中，清明節是個色彩情調都很濃郁的大節日，
本該是家人團聚，或游玩觀賞，或上墳掃墓；

而今，行人孤身趕路，觸景傷懷，心頭的滋味是複雜的。

偏偏又趕上細雨紛紛，春衫盡濕，這又平添了一層愁緒。



路上行人欲斷魂
因而詩人用了“斷魂”二字；否則，下了一點小雨，就
值得“斷魂”，那不太沒來由了嗎？

這樣，我們就又可回到“紛紛”二字上來了。

本來，佳節行路之人，已經有不少心事，

再加上身在雨絲風片之中，紛紛灑灑，冒雨前行，那心
境更是加倍的凄迷紛亂了。

所以說，紛紛是形容春雨，可也形容情緒，

甚至不妨說，形容春雨，也就是為了形容情緒。

這正是我國古典詩歌裡，

情在景中、景即是情的一種絕藝，一種勝境。



一切景語皆情語

一是反面描寫

即所描寫的景物與人物的感情、遭遇等恰恰相
反。

如《紅樓夢》寫林黛玉歸天時，境況本很淒涼

，但作者卻偏偏寫此時飄來「一陣音樂之聲。」

這樣寫的作用，正如王夫之所謂：

「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

使處於矛盾環境中的人物、性格、命運，

更加突出，更加鮮明。



一切景語皆情語

如杜甫〈春望〉：

「國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

花、鳥，本是平常悅目賞心之物，

由於注入了詩人憂國思家的至情，所以

觀花反而濺淚，

聞鳥便覺驚心。

景中包蘊著深情，成為傳世的名句。



花中景，花中情



海棠：雖豔無俗姿



海棠：雖豔無俗姿
海棠花姿瀟灑，花開似錦，自古以來是雅俗共
賞的名花，素有“花中神仙”、“花貴妃”、
“花尊貴”之稱，

皇家園林中常與玉蘭、牡丹、桂花相配植，
“玉棠富貴”的意境。

另外海棠花又稱斷腸花，思鄉草。有象徵遊子
思鄉，表達離愁別緒的意思。

又因為其嫵媚動人，雨後清香猶存，花豔難以
描繪，又來比喻美人。



李清照：應是綠肥紅瘦
• 李清照<如夢令>：

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
試問卷簾人，卻道海棠依舊。
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雨疏風驟：雨點稀疏，風聲急驟。
濃睡：沉睡。
殘酒：殘餘得酒意。
卷簾人：這里指侍女。
綠肥紅瘦：綠葉多而紅花少。



知否 知否 應是綠肥紅瘦



李清照：應是綠肥紅瘦

譯文:

昨夜雨小風急，我從沉睡中醒來，酒醉沒有全
消。

試問卷簾的侍女，她卻說海棠花依然如舊。

知道嗎？知道嗎？應是綠葉更加茂盛，紅花卻
已凋零。



李清照：應是綠肥紅瘦
賞析:

李清照的詞流傳至今的只不過四、五十首，但卻
“無一首不工”，“爲詞家一大宗矣”。這首《如
夢令》，便是“天下稱之”的不朽名篇。

小詞借宿酒醒後詢問花事的 景物描寫，

曲折委婉地表達了李清照的惜花傷春之情，

語言清新，詞意雋永。

七句三十三言，卻寫得委婉而動人，極有層次。

因惜花而痛飲，因情知花謝卻又抱一絲僥幸心理而
“試問”；

因不相信“卷簾人”的回答而再次反問，如此層層
轉摺，步步深入，將惜花之情表達得搖曳多姿。



花中景 花中情

落花之景，

惜春之情。



孟浩然：花落知多少
孟浩然《春曉》：

春眠不覺曉，

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

花落知多少。

譯文：
春日裏貪睡不知不覺天已破曉，
攪亂我酣眠的是那啁啾的小鳥。
昨天夜裏風聲雨聲一直不斷，
那嬌美的春花不知被吹落了多少？



孟浩然：花落知多少
《春曉》是一首惜春詩，看似極爲口語化，卻

既有悠美的韻致，行文又跌宕起伏。

作者以“不知——知；知——不 知”的句式，將
春天的景物展現給讀者。

不知清晨，但是卻知道報曉的鳥兒鳴叫；

 知道春風春雨的光顧，卻不知道落英多少。

詩人就是這樣在反覆周折的句式中描寫大好春
光的。



孟浩然：花落知多少
詩人就是這樣在反覆周折的句式中，

描寫大好春光的。

全詩以清新活潑、明朗暢曉的語言來描寫春天
的秀麗景色，

而在這景色的描寫中，作者要抒發的是他內心
萌發的深厚惜春之意，

墨淡而意濃，景美而情切，

並且給人留下鳥啼無意，而落花有情的不盡韻
味。



長江 · 相思



情景相生，連綿複沓
李之儀《卜算子》：

「我住長江頭，

君住長江尾。

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此水幾時休，

此恨何時已。

只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



李之儀
李之儀(1038～1117）北宋詞人。字端
叔，自號姑溪居士、姑溪老農。滄州
無棣（慶雲縣）人。

哲宗元祐初爲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
州。元祐末從蘇軾於定州幕府，朝夕
倡酬。

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石豫參劾他
曾爲蘇軾幕僚，不可以任京官，被停
職。

徽宗崇寧初提舉河東常平。後因得罪
權貴蔡京，除名編管太平州（今安徽
當塗），後遇赦復官，晚年卜居當塗。



李之儀與楊姝
北宋崇寧二年（1103年），仕途不順的李之儀被
貶到太平州。

禍不單行，先是女兒及兒子相繼去世，接着，與
他相濡以沫四十年的夫人胡淑修也撒手人寰。

事業受到沉重打擊，家人連遭不幸，李之儀跌落
到了人生的谷底。

這時一位年輕貌美的奇女子出現了，就是當地絕
色歌伎楊姝。

楊姝是個很有正義感的歌伎。



李之儀與楊姝
楊姝與李之儀偶遇，又彈起這首《履霜操》，正
觸動李之儀心中的痛處（《履霜操》的本意是伯
奇被後母所讒而被逐，最後投河而死）。

李之儀對楊姝一見傾心，把她當知音，接連寫下
幾首聽她彈琴的詩詞。

這年秋天，李之儀攜楊姝來到長江邊，

面對知冷知熱的紅顏知己，面對滾滾東逝奔流不
息的長江水，

心中涌起萬般柔情，寫下了這首千古流傳的愛情
詞。



悠悠江水 柔柔深情
李之儀這首《卜算子》深得民歌的神情風味，
明白如話，複疊回環，

同時又具有文人詞構思新巧、深婉含蓄的特點，
可以說是一種提高和淨化了的通俗詞。

此詞以長江起興。

開頭兩句，“我”“君”對起，而一住江頭，
一住江尾，見雙方空間距離之懸隔，

也暗寓相思之情的悠長。



悠悠江水 柔柔深情

重疊複沓的句式，加強了詠歎的情味，彷彿可以
感觸到主人公深情的思念與歎息，

在閣中翹首思念的女子形象，于此江山萬里的悠
廣背景下凸現出來。

毛晉《姑溪詞跋》：

「姑溪詞多次韻，

小令更長於淡語、景語、情語。

至若“我住長江頭”云云，直是古樂府俊語
矣。」



有色



景與色

寓情於景，景語多為情語，這是古代詩歌常用
的手法。

此外，要抒發感情，往往要藉助於意象，烘托
特定的意境，這就要求詩也要講究：

色彩的運用、

顏色的對照、

光線的變化。

這樣，就會給讀者造成強烈的色彩感，
形成色調鮮明的意境美。



補充資料：
詩就是畫：詩中有畫

蘇東坡有一次讀了王維的五言絕句 ：

「藍田白石出，玉川紅葉稀，

山路原無雨，空翠濕人衣。」

於是，有感而發說：

「味王摩詰之詩，詩中有畫；

觀王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書摩詰藍田煙雨詩》）



唐詩的色彩意象
唐詩用色彩營造意境，表情達意已到了爐火純青

的地步。典型的例子如：

杜甫：「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王維：「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

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

白居易「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

從這些句子中不難看出「詩中畫」主要藉助於
色彩詞彙的靈活運用和巧妙搭配。



唐詩的色彩意象

從大量詩詞中我們發現，出現在詩詞裡的顏色
詞彙主要有：

紅、綠、黃、白、黑、紫、金、銀等，

而且，「紅」又可用與之相同或相近的朱、丹、
絳、赤等換用，

「綠」也可用翠、青、碧來代替。



唐詩的色彩意象

還可在這些顏色詞前加上表示深淺、明暗、
新舊等的形容詞。如新綠、暗紅、殘紅等。

此外，詩中還有「春色」、「秋色」、「秀色」
等詞，
雖不具體指某一種顏色，卻概括性極強。構成
五彩繽紛、色彩斑斕的藝術境界。



杜甫<絕句>：
「兩個黃鸝鳴翠柳，

一行白鷺上青天。」

兩個黃鸝鳴翠柳，
一行白鷺上青天。
窗含西嶺千秋雪，
門泊東吳萬里船。

譯文：兩隻黃鸝在柳枝上鳴叫，
一行白鷺在天空中飛翔。
窗口可以看見西嶺千年不化的積雪，
門口停泊着從東吳萬里迢迢開來的
船隻。



王維<山中>：
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
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

譯文：
荊溪水流量一天比一天少，
河牀上露出了白色的石頭，

天氣慢慢地變涼了，枝頭
的紅葉漸漸稀少。

彎曲的山路上原來沒有下
雨，

可這濃濃的青松翠柏中煙
霧迷濛，水氣很重，似欲
流欲滴，才沾溼了行人的
衣裳。



白居易<憶江南>:
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
日出江花紅勝火，
春來江水綠如藍。
能不憶江南？

譯文：
江南是個好地方，它的風景我曾經就
很熟悉。
太陽出來，江邊的花朵比火還要紅豔，
春天來臨，江水就如藍草一般碧綠。
我難道能不想念江南麼？



唐詩的色彩意象

唐詩的色彩：

「碧玉妝成一樹高，

萬條垂下綠絲絛（音滔，

用絲織成的帶子。）。」

--賀知章《詠柳》



唐詩的色彩意象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王維《山居秋暝》

「明月」、「松間」、「清泉」、「石上」
的形態、色澤易於讓人產生聯想：

 皎潔的月光靜靜地瀉在松林上，

 清清的泉水漫過磐石淙淙地流著……

這一幅淡雅朦朧的山水畫盡在眼前。



有聲 · 有景 · 有色



詩就是畫，純以景、色表達情意的作品

• 馬致遠散曲＜天淨沙‧秋思＞：

枯籐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



枯籐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



馬致遠＜天淨沙‧秋思＞

天涯游子，離鄉別井，都有不同的原因。

到底要走向何處去呢？漂泊無定，無家可歸，
便是游子斷腸之處。

馬致遠的散曲＜天淨沙‧秋思＞，寫出了浪跡
天涯的悲涼心境。



馬致遠＜天淨沙‧秋思＞
本曲的內容並不複雜，其實只像一處景色、一幅圖
畫：

深秋時候，一個遠離故鄉的遊子，騎著一匹瘦馬，

在那蕭瑟的秋風裡，走在一條荒涼的古道上。

纏繞著枯籐的老樹上，已經有黃昏時棲息的烏鴉。

遠方一灣溪水從小橋下流過，橋那邊依稀可見有幾
戶人家。

夕陽漸漸西沉，暮色蒼茫，風更涼了，

游子卻還要騎著疲憊的瘦馬，一顛一簸地漂泊天涯，
不知歸宿何處？



馬致遠＜天淨沙‧秋思＞
此景此情，令人愁腸萬斷！

前三句寫了：

藤、樹、鴉、橋、水、家、道、風、馬

總共九種事物，可謂一字一景，簡練至極；

而九種事物之前，分別冠以：

枯、老、昏、小、流、人、古、西、瘦

等修飾語，使事物的形象鮮明，簡練之中又透著
精緻。

作者把那麼多的事物排列在一起，就構成了一個
景色，烘托出蕭瑟與黯然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