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诗品酒知其人

一一一浅谈李商隐的涉描诗

f萄先民

在饭桌上， 抒怀、解忧之功能三JI：：其他饮料所能及，

所以有“无滔不月注m; ”之法。 说“无滔不成i寺”

则绝非无路之谈。

（日本《中i写文化百华》编集室， 2006年11 月）前

专门论边饮酒臼史、饮酒方法以及酒与中；我文化、与中国文人、

著者特别强说酒激发文人想摆力的作甩，形象地比喻说酒为文学校、豫插上了建j窍，更能使文

入、特别是诗人有j噶八极，宁，11游万衍，情泄千髦。确实如此， i商能克枝，；离中有人，在古典

其i窝里设；王若他们的人生百味，

浓郁的诗嚣诗？击。

滔i夺似乎还未号i起重视，

在店，f飞诗人中，

刊将进酒妇，可氓’家纹。杜甫…生贫穷，哀叹“酒楼寻’前行处有”付出1；工

提车延高统计，在学自今存的1050首诗中，写如溜的有170苦，

（之

五沙，载《十月》 2009年第出现）。

（《小E斟酌抖，亦为好涵之人。我丰旦略统计’了…下， （刘学猎、余强

中华书局， 1992年段，以下简称 所收的616首诗牛， 几占

%14, 主吉为jC!)览。

…、 “取适琴！有悟”…－ t含情之酒

i词成为古代诗人的至爱，成为古典诗歌的常客，苦先是因为酒能养性、情绪、 f!;/J兴、

忧，给人的身体带来快惑，给人的心灵带来快乐。此中有真乐，何不常饮之？下面就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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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商i嚣的《所居》开始，去品尝诗人的检？古之｝Imo

窗下寻书绍，溪边坐有才气水风醒：酒病，高日曝衣轻。

鸡奈随人设，捕鱼得出生。前贤无不诣，容易ep选名。

诗题为《所居》，其实是写所居之入……诗人！二I 己的自常生活。前六句展开的是一i擂闲适惬

意的乡居生活割去。主人公子窗下去II细读书，溪地悠悠茧’景。水上吹来？如L ：恰巧解酒：下

摇天气，却有暖El当空，正可i骂过吃。鸡、泰、五if、鱼，或“随人设”，为劳作所获：或“得

地生”，为自’但I.ff长。第二句所言“11当碗’二是辩泊之意。为何醉i法呢？显然此酒系’险情之酒，

醉酒是因兴之所至而饮酒过最所致。所以“酒病”所传达的，不是圈子醉酒之苦，而是路

性白得之钻。尾联｛昔前贯之口说蔚蓝七域中极易遁ti！忘名，暗示的正是此诗的主旨：有书可i卖，

在「法［f!J饮，名利之嚣，予我何事乎？

潜在江贤之日推出主窍，《秋日晚思》， V!IJ敞开胸靡，宣言从拇仁11可获取安适：

雨余方寂寥。 苍了冷j乱萤销。

1部i琴将酒，忘名牧与枝。平生1cf~ffl日，一一…在烟霄。

2页联写应用!Tr梦之始比去，人生应！绵不再，车j制斤集

之萤消失，眼前不见光亮，与己丰El伴的，’M目主材；寒窗冷Tia已。不过以上过些付消极方面的渲

染只是欲扬先抑的铺垫，目的是强调颈联：“取适琴将i霄，忘名牧与隙。”出句的“将”

是连词，与“和”！可义。人生际路尽管严酷，但只要有~巧言擒，便足以illi］适心’惰，安心于现状，

忘名于山野之中。《颜氏家iJII ·名实》云：“上士忘名， ”对于琴洒在手、

已然忘名的自己米说，另Jl在仕途上各致奇云（“在烟？！？”）的同学诸友，又有什么值得艳

羡呢？

在失去冲！掀美酒易醉，因为滔不醉入人应醉。 i毒者《花下雷特这首七绝：

寻芳不觉脑血霞，倚树沉II民日 容散摆摆深夜後，更将饪烛赏钱花。

首句所云“醉流霞飞有虚实两意：既是实叙醉子花下，亦为虚写陶醉于烛若流霞之花。

因辞子酒，故有“｛的l<j沉眠”之状，至“深夜”方才“酒嚣”：又i玄j醉于花，故有深夜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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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席上

”与上苔异fllil司工，

“戏挡’二

罚’出板说， 白

初显的“改阳”“ f！如J｝”时分了c

人之间在甘心灵Ji};)]:

“自3共LlJ翁把酒nt”一一交游之语

因此我

。一～一子初看山铁；泊之际想念我了，所以我

古叶没有也活可以ljJ商联络，所以酋勾所云出访缘由纯属诗人之想像，

但五Uf!、豫之词却非常其实地揭示出友人之间心灵相边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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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能不与知己共豆豆呢？当此之际，我必，f.l!j苔，“君忌、我”也就在’陆现之中了。

学院ii出写了许多怀入诗，怀人本身就是友恼的体现， i主j怀人而写诗，表达友’暗自然是题

中之义。这类怀入诗，也常常散发出扑鼻的酒番。他的《怀求古翁》诗云：

何时粉署仙，｛放兀逐戎路。 江悔莫系船。

欲收棋子醉，觉？巴钓马二!I民。前i!JjliJ.fJ且’忆，多才不忌前。

颈联“欲妆，棋子静，竟把钓马王ll民”尤其黯彩。喝酒下椒，棋终收棋之际，不觉人巳辞去。

垂钓休闲，心无挂碍，竟手持的共入眠。此“！！民气肖奇作普通睡眠， f仔－作出醉而眠亦无

不可。此二1U当然是位达出求古翁丰，11髓的妙句。还应itct一？如，下棋必有棋友，作者或许就是

那位不可或缺的对弈者吧。所以说这个“醉”字，又传出了浓浓的友情。

其•t1也不乏以ivU言的的i夺句。光看《九日》：

'/"i'共Ll1翁把；四时，滔天内菊挠阶j痒。才兰在泉 F无消怠，九日梅宫的守所忠。

不学汉臣栽了~f稽，空教楚容i夕de江窝。良ll{l窍’{Jl：施行马，东阔无j主用得商。

豆豆r:11 “九El ”指九月九到重151:l节。 rm破损“ Ll1翁”（令狐楚） Lf-年（ 837）与李商隐行踪考察，

此lM,\f.'".:§'f大中三年(849 ）。令狐楚；~m良识哭，对李商［fl＼有知遇之恩。放令狐公主手去十余年后，

诗人仍难忘忠、悄，于=tei该放绪之重11~1 El ，：主访忠公之宅，“留i守于其厅”（孙光宪法，见《北

梦琐言》卷七，转引自《骂：1好》 937页）。报怀恩公，抚今追昔，首先奔涌于诗人心头的是

那些担洒到欠的iit馨日子：“ 1tl共LU翁1El!filH才”一…切感恩、也敛、剧院惊全部融注了；四

里。此句所和主的深厚而又含蓄不尽的感恼，堪与“却话巴11!夜雨时”〈《夜雨寄北》）相媲美。

如果说令狐楚是李商隐咛l;l;民Bf:I：前的战大店、人：那么其中进士后，当以受刑部侍郎萧；湃

的知遇最深。萧j斡后来？皮外故为道扑i京肢，再贬为遂1+1司马，不久病卒。其卒后，李商隐写

了《如茎州长青持郎二十四韵》以悴之，其呼呼硝币怀与萧交往＝n才云：“秋n今小LLI桂，春醉后堂寰。”

说自己在其门下，曾有卒与其一起挠’茸吟诗，醉＇i:j.据堂。虽促卡个字，巳足见两人相知之深，

足见去了侍郎对自己的忠、谊之重。

悴念崔戎的《安子公诗》也十分感人。 i奇：ψ具体自顾忠公对自己的关爱往事时，特意提

到了汹：“公在持其酒领从事，踊跃鞍马来相过。”崔戎兽官至给夺中、华HI刺史、究；每观察使，

死后被边始为~部尚书、封安平县公。由盟，这样一个达窟’显景，去H带领部下，不辞鞍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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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

←………A、

LL11 

，明确表明他叫陀、”

那么， 就必须从

受压掷。另一方面， 1t!i.志向远大，

小卒入仕、

他自大和四句三（830)

他未能通过翌年的交部考试，开’成四年（839)

对

但也在，妇妇二却走？寻专制、坎坷。

郎。

即两个月，

入为钱才3省正字。 官阶却比三年前所任的投

这年冬

但一般也就是运头

(845) 

即写于－这…时期。

书郎还能一级。

天， 也不得不按制辞官在i乡守丧。

其内心的青JI闰可想而知。

梆子扔在能结，

前四句写 ＂ 1J、园”。首联写小周存:i8. ：梆米拙条，花未开放，

瞧见期蝶，不见潜入，冷冷清清。后凹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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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之中。因为只有…入，所以“龙须的5 ” : I主i缺少饮酒情趣，所以“玛璐

杯”只是“轻1,Ff”而已。既无明丽春色可供欣赏，又无…二生II己可助谈兴，为何偏要“独酌”

于另L在冷清之小国呢？显然这不是情阳之i泊，而是解忧之物。 fr么忧愁呢？尾联告诉了我们：

“年年春不定，虚｛言岁Flt悔。”先春rro发之梅，本应为报容之使者，然春天竟未能如期而至，

又是一次“虚信”， i主j春光迟迟不至所引发的，正是李尚隐对仕途的期待

又一次落空的失望。因此，我们从他那只“轻斟”的“玛璀杯”里，读摆了沉重的惘怅。

会昌五年十月，李商稳总算服鹊入京，但仍是“青袍似卒”，沉沦下僚，重宫秘书省IE字。

眼看到王无望，遂于大中元年（847) 春应桂管观察！如阳之邀，往剧、H入其在府在’观察支

｛勘查掌书记。桂州’Ii台所即桂林，山水如副，可’李商！自似乎无心血段，甚为思乡之情所苦。 i古

《二i七楼》：

春物岂丰日子，人1:P.5主欢。花扰曾敛夕，；四Jii:不知i寒。

异域东炽l;ifl, •tJi严 j工象窍。此楼垠北望， 1召翁倚f迄栏。

，李商隐登楼才二米是挠’存的， TiJ)兰登向北织，竟然生出了“存物岂相子，人生只

’的感ff览。他甜苦地发现，自己那｝J｝.乡的态腾，并引5；另妮的态；二所能找l'fi＃。本来，在

钦的:,f二具很i京之功用。可是IJ!/,tl：身处迥然不阔的商00桂林，饮；到己

所以快酒反而强化了对予rJ！：离乡身处异域之处坞的体认，更加强化了对北

万故乡亲人的思念之峙，此正是李白所谓“zi主杯消悲忍Il!怒”的典型境地。；而且这种思乡

之悄具有压制…切的气势，以至于连生命本身者fl做不足道了：勺i七梭＃1~七望，轻命倚危栏。”

诗的未两句所强调的不IE｝兰这补，心情吗？

大中二年（848 ），随手？去rm再度从桂宫’被贬至1m1+1, 38岁的李商隐结束了控管的幕府

生活，回到京城。翌年（850）十月，李商隐应武宁节度i如叫lllt之邀，前往卢弘止的徐州

幕府任判官。卢5l1l:为人IW－边，待李商隐不涛：判官之职，李商隐也工问号子号心应手。郭碎i翌

年卢弘it竞突然病死，李i在ii＼急又失去了工作，无奈地从徐州！于夏初返回京城家中。几乎就在

李商陆、归京的同时，他挚爱的妻子玉民自病不泊，撒手人寰。李商陆本是多't~r善感之人，与

3辈子届敬如宾，·~号；呆在笃。他仕途多难，妻子之爱给了他心灵最大的慰藉。因此，妻子的突

然病j莓，对他心灵的重部是极其巨大的。王氏娘家在洛［5日，李商隐韶即护送玉！；（：灵枢去洛阳

一十九日崇让宅宴作》这首诗即写于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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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药物｝；＼.！，人， ：忘

“风过节

恰似“万t'J悲”

只能托付子’忧悟之归梦，

只能｛flti霄挠毡，

深刻地传达出

：“岂到El头去只尔”，说余生岂台告i乏此落拓下去，

“ ，c，－.’所“姆”持者，并才叫：人悦的继站奋斗，

，对长安也就少了…份眷念。 (851) 深秋，引岁的李商~it－／号

剑南东！ II子i度投掷frj哇！：的

担任梅何部的学’书记一职。冬去春来，他写下了心工

殷？：起动E!P来。

可知i吟于…次安会结束后的逗留官含注中。

句：自其边tki在吟而又心结迷茫的情景表现得'fi主纱’ttl'. 沟。

衔

上旬以略和者少，

正是典密的乍暖还

下句说“鼓忧”动辄un来，

：一生于选扉力最劲，可i夺于我问用？

做诗：成为他人生的重加速哀老号要了。

可此i寺担；做i号也否定了，其：心灰意冷的程度由此可知。茧’景时＇6;：沼本是赏，心

李商i蓓在梓HI一直待到大中九年（855 ）。这年九月，帮则将在被｛击如为吏部侍良~内调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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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髓:j:l)p仲那启幸自是京。理年初挺i乏安，献闷在家。后柳｛中主陆时王i部草盐铁转运

使， i莲；｝i立存李商隐做了主主铁打i；宫。大斗叶♂…丢在（857)，他奉命出使江东，下在自这首《风雨》，

大约Mt写于滞留江东期间。

法谅宝宝JJx击， 1f！｛）泊fiA；穷年。茹flj·仍风雨，青年楼臼管弦。

新知i宣部｛谷， i日好防j良缘。心i析菊仨！三if雪，泊是主斗几千？

题作《风雨》，其实是写出自然界风雨所引发的对臼己风雨人生的回顾。唐人郭震有《古剑

篇》，以古剑埋尘II命人才培！设。首句flil 以.t1:t111括自己怀才不退。正因为怀才不边，读《古剑篇》，

才会倍感“洁凉气才会发址：“羁泊欲当'J:tf ”之叹。“特洁” il科ll'双关，既实指眼下辑方瓮漂泊

tE外，又111如指自己一生积苓。“穷年”扩同于离态，既实指fl才令已近年末，又喻有…生将尽之意。

领联描写实录，“黄ur”句为所见，“1号楼”句为所阂，当然ZJFl街有深窟。…方部自己的人生

如1f1tn十枯萎晦荡，仍在遭受风吹雨打；可另…方面，自己风雨飘J岳之入生却是少人关心少人

间。 11u~q，管弦之声悠扬欢快，歌舞迁酿。 m尺离主天，更增添了孤寂之感。颈树运具体表

新朋友“遗传｛谷”，处挠维艰：老朋友“隔良楼”，音讯余无。自己奋斗一生，

眼下只落得手然一身，在法风苦雨z护主汽J忍度日。何以辟出？ 11位ti守±.I!英＇＂道落生

”。吹酒铲E然成了消怒度日的Jiff…法束。尾联说：“心l街新二i三酒，消怒斗，儿子？附心断”

《少年行》诗云：“指立在美酒斗十千”。白居易《对语》诗云：“无如

i大Jlb1拙物，J的愁；自｛pj万余。” l兰I居易！躺在地说，“如白也可金”，而李商隐的“消愁斗几千”，

却用了不确定的问句一一凡予一斗的酒方能；自我忧愁呢？昂贵的“新二字翻”未必就能解消

我日积月累、郁积子胞的ifCm:忧恕。值得指出的是，李商部在写下这首诗的第二年（858年），

即告别了人世。也就是说， j辛苦凶驾于他人生行将主in：束之际，我们从中解i卖出某些人生总结

的信息，或许并二I七空穴米风。

以上本文说在i依据－李商隐人生的材l迹， 11'11尝了他的挠怒之酒。不难看到，与他入生的挫

折相同步，他的悲忍越来越浓重，他的滋也越I喝越沉重了。我们也宇航应立他i夺中的浇忍之酒，

更深刻具体地f触摸挺了诗人的人生之：庄、心灵之楠、 i寺忍之妙。

四、 “薛玉沉醉寿王醒”………咏史之酒及其他

上丽莎i：品尝n甘＂适姓之iR!i ”、“交游之；，iq”、“浇愁之i霞飞饮酒者皆为诗人自己，或者说其

所乏主达的，主要是诗人自己的生活实况和思想感帘。下：到离：分别品尝一下他的咏史之酒、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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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凶也》

地点是“龙浊气代指兴皮包，该宫中有；怪也），安会以“揭鼓”助兴。

尤为玄宗所爱。不言而喻，

之时，

．．？何以夜不成踩而倍感

会上蓝而这个乱伦的父亲、变节’的妾子， tb＇！）津有［l积子心！在这科3情

形之下，与其说是吹酒，不如说是饮泪，主fl额t»1怒的心又怎么可言捺辛去i呢？所以我以为，《龙

池》一诗通过“薛玉沉静寿玉器”的对比， 1E深知的历史:jt段日融进了小小的招杯里，是一

首以；敝史、小明大的杰作c 有人考证说，薛玉李才仁寿玉轩昌并非闰ll才， ]lU者死去才杨m:

条己尚未入宫。？是对，但这是写诗，并非若史，对此类细节lf!]::f必拘混。诗中写

的自的，只是为了在对比牛强调

行径暗示了出来e

”；而强调了“ ，自然也就将玄宗的荒唐

在以酒来突出人物性格方邸，《少将》可谓典型：

族亚齐安菇， d期波剧翠醉，花月窍门归。

天LlJ按合醋。一｝诩挠部起，上马即如飞。

“安陆” 首联以这两个典故表示年轻的将领出身高贵，

下半赞其哉！叶之勇：闻风而动，雷厉风行，飞马揭剑，立功

倘若仅院子此，勇员甘勇矣， 1Jj缺乏“少将”特点。所以对刻画少将性格来说，在员联

甚为阳市：“熠波另捏醉，花月后门归。”年轻的将军刚做朗，那时游山玩＊，与子花赏月，

或主lj，酒醉于别墅，或f到生从“后门归”营。这不正是“少将”才－有的风流俩能f白行为吗？

有了这号

将i霞融入了秋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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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轩在南极，匈ll才到旧乡。楚芝自应紫，邓蠕未金黄。

果浊村态怒，员：tG社酒香。故LIJY=l梦窑，先入读书堂。

此i守大约为李商隐大i:j=i二年 (848 ）秋白桂少M返长安行至邓判’！一带时所作。中二联慕写途中

所见景象。领联以描写陈然采色为主，暗中交待行程：“楚芝” I:!~楚山之芝，‘6应:ijfil紫”

为推剧之词，暗示尚未抵达部洛附近的楚山：“邓梯”指邓州之擒，“米金黄”为自胳－之

色，表明已经来如邓刻’！。颈联描写r人文主：；现：“渠浊”当为实景，或许刚下过一场秋雨吧，

放渠7j(混浊。“村各急”则农现秋收I!才怡，春民ff]咨米正忙。“旗高社酒香”，如云高高

飘扬的翻旗下，村中酒家溢出陈i；年翻孬。“主i：洒” ;if立为社祭之；饵， 1日此处｛以并非特指，而

“衬存急”相应手日，指忖民 l~I献之j阂。正是从这村野“酒香”中，我们感受到了浓郁

的纠刊二沼气息。

消既往~~夺战郁的生沼气，＠，、墩子景色，也能使i冰：i主， i苦染上鲜活的人的空气。洁看《赠梆》

1'/f.台从掩映， ffi[l路更参差。兑说风流极，来当鳞鳞fl才。

桥IE!行欲’断，淀远；f!.i：相姐。 j吉、放花生nli', 1:f梭扑i商旅？

边是一首［Ji主柳i寺，故i夺中句句tJiJc “将ll”，而字丽上不见“梯”字。首联立足于宏观，

是奈fl才建筑，在长安（今西安）：“2日路”指楚之音［l城“空白”（今湖北江战）。两个典故让

所咏之柳占有了f大的空间和没长的时间，气象无比，~哥大。言如天突出其形象特征，说将ll风流

之板，又正当娟奴I；之时，从而激发坦读者’对于湖树风的万字I•、统煽万端的美好想象。颈联云

小桥迂四处，柳树路之111闹，似不成好：长白眼是上，相ll技能绵丰II接，槌着堤路延伸下去。“堤

远意相跑”的“意”字jt妙：字面上是说柳树似有意丰II槌堤路，其实亦含有“杨柳依依”

送别提路行人之意。尾联犹如窍。见特写，镜头从柳枝移向梅絮。“忍”是人特有的心理摇动。

“ ”括华美的建筑。其上挂有“酒旗”，自然是指豪华的酒楼了。工句说，怎么;'g,,1)

让去向l:巨开支11雪的飞花，飞向那豪华的酒楼呢？自豪华的酒楼自可联想到快潜寻欢之客， I附旦

到！：出自陪笑之女。于是，我们从中不但感受到了人的生气，而且足i卖出了湾人的怜香惜玉之

心。也就是说，李商睡在咏柳诗中别具匠心挂出的这峦“酒旗”，群f色夺目，“旗”下见人，

泪
司

机
A
M

从而大大增加了诗歌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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