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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隱〈荊門西下〉詩考 

  余金龍＊ 

 

 摘要 
 

    本論文探討晚唐詩人李商隱（八一二∼八五八）〈荊門西下〉詩之繫年
及其詩作對象。〈荊門西下〉詩，自清代程夢星繫年大中元年（八四七）十

月，出使江陵，大中二年（八四八）正月回程時，於荊門所作。後經馮浩、

張爾田箋註後，認為本詩係李商隱於大中二年夏，自桂林北返回京，順勢

有「巴蜀之遊」時所作。又經岑仲勉反論後，乃至今人劉學鍇、余恕誠之

解釋，並認為本詩是李商隱於大中元年入桂管幕時，途經江陵於荊門所作。 
    但本論文則推論李商隱於大中元年十月至正月間出使江陵，與詩作之
夏季時間不合，且與回程方向不合，回程應是南下桂管。荊門西下，則是

又再折返江陵西進巴蜀。  
又本論認為大中二年八月秋，李商隱正自桂林送幕主鄭亞赴循州，並

於九月九日之後，始自循州北返回京，途經江陵時已是初冬。與詩作之季

節時間、方向均不合。  
另外，本論認為大中元年李商隱自長安赴桂管雖是夏季，但是李商隱

並非是自長安途經江陵、荊門至潭州，再行赴桂管。而是自長安、洛陽，

沿水路，溯長江至潭州，再行赴桂管。此行並未途經荊門、江陵。據此〈荊

門西下〉詩，並非是上述大中元年至大中二年間，李商隱自長安至桂林往

返間途次江陵，或出使江陵再行「巴蜀之遊」時所作，而是其他時間所作。 
最後，本論文並探討〈荊門西下〉詩之繫年及其詩作之場所，應是大

中六年（八五二），李商隱任職於梓州幕時，奉使送杜悰至渝州，順勢於江

陵、荊門奠祭李德裕歸櫬時，回程所作之詩的可能性較高。  
關鍵詞：繫年、西下、對象。  

                                                  
＊開南管理學院應用外語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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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Verification of Li Shangyin’s 李商隱 poem:  
Jingmen Xixia 荊門西下 

 
Yu, Jinlong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ecise date and its intended addressee of 
Jingmen Xixia 荊門西下, a poem written by a late Tang poet named Li 
Shangyin 李商隱  (812-858). 

The poem was first dated by Cheng Mengxing 程夢星 as finished in 

the first month of 848 when Li Shangyin passed Jingmen, a place on his 
returning route from Jiangling 江陵, where he had been assigned to in the tenth 
month of the previous year. Later, Feng Hao 馮浩 and Zhang Ertian 張爾田  
commented that this poem was completed during the so-called「The Tour of Ba 
Shu 巴蜀」in the summer of 848 (the second year of Dazhong 大中 reign) 
when Li returned from Guilin 桂林 to the capital. Following Cen Zhongmin’s 
岑仲敏 reversal of this argument, the contemporary Liu Xuekai 劉學鍇、Yu 
Shucheng 余恕誠  explained and believed that this poem was written at 

Jingmen in 847 when Li Shangyin passed Jiangling on his way to the 
destination of Guiguan 桂管 . 

However as this paper indicates, the afore-claimed summer time when 
the poem was completed is contradictory to the time, between the tenth to the 
second month of the following year, when Li was assigned to Jiangling,  
Moreover, the afore-claimed route is out of accordance with the returning trip 
going southward to Guiguan. To go westward to Jingmen, Li had to first return 
to Jiangling then go westward to Ba 巴、Shu 蜀.     

This paper also argues that in the fall of 848 (the eighth month of the 
second year of Dazhong reign), Li Shangyin was accompanying a prefect 
named Zheng Ya 鄭亞  to Xunzhou 循州 from where he returned to the capital 
after the ninth day of the ninth month. From Xunzhou to the capital, i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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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ready early winter when he passed Jiangling. This is totally unmatchable with 
the season and direction as described in the poem. 

In addition, although it was in the summer that Li started his trip from 
Changan 長安 to Guiguan, he did not go through Jiangling、Jingmen to 
Tanzhou 潭州  and from there to Guiguan; he in fact went from Changan、
Luoyang 洛陽  via waterway along the Yangtzu 揚子 River to Tanzhou, and 
then to Guiguan.  This trip excluded the possibility of passing by Jingmen、

Jiangling. 
According to the poem of Jingmen Xixia, it was not composed during 

Li’s trip back and forth between Changan and Guilin via Jiangling【between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year of Dazhong (848)】, or during the so-called 「The Tour 
of Ba Shu」when he was assigned to Jiangling; it was rather composed at a 
different time. 

Finally, the author argues it was highly possible that the poem was 
completed in the sixth year of Dazhong reign (852) when Li Shangyin, then 
prefect of Zizhou 梓州, was assigned to send Du Cong 杜悰 to Yuzhou 渝州.  
While on the way he worshipped the late Li Deyu 李德裕  as the latter’s coffin 

was returned home.  Li composed the poem on his way back. 
Key Words:  Xinian 繫年、Xixia 西下、Duixiang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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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隱〈荊門西下〉詩考 

余金龍 

 

壹、前  言 

 
    晚唐詩人李商隱（八一二∼八五八）之〈荊門西下〉詩：  
 
        一夕南風一葉危，荊門迴望夏雲時。  

人生豈得輕離別，天意何嘗忌嶮巇。  
        骨肉書題安絕檄，蕙蘭蹊徑失佳期。  

洞庭湖闊蛟龍惡，卻羨楊朱泣路歧。 1 

 
    本詩由清朱彝尊、陸崑曾、姚培謙及屈復等箋評，僅言李商隱在荊門
時自感之作，並未加以繫年。然程夢星言：「此似為桂林從事奉使南郡過往

之作。」認為此詩自感令狐綯對其之怨怒，並加以繫年，認為李商隱於大

中元年（八四七）十月至大中二年（八四八）正月間，出使江陵時所作。2 
但馮浩認為本詩係李商隱於大中二年夏，自桂林北返回京，順勢有「巴

蜀之遊」時，拜謁杜悰不遇歸途所作，「頗疑座主鎮蜀，往謁不遇，歸途時

作。」。3張爾田言是大中二年夏，自桂林北返回京，順勢有「巴蜀之遊」

時拜謁李回不遇歸途所作，「自巴閬歸，故曰『西下』，『一夕南風一葉危』

謂此行遇合無成。」4 
近人劉學鍇、余恕誠則支持岑仲勉之主張，認為是大中元年自長安南

下赴桂之作品：「此赴桂途次作無疑。⋯⋯細味此詩，乃自荊門（即荊州）

順江而下，途中遇風波險惡，有感而作。」5 
根據上述之論點可說明本詩之詩作繫年，應有大中元年自長安赴桂管  

                                                  
1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台北，里仁書局，1989 年 8 月。第 327 頁。 
2朱鶴齡、程夢星，《李義山詩集箋注》。台北，廣文書局，1981 年 8 月。第 281 頁。 
3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第 607 頁。  
4張爾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台灣，中華書局，1984。第 150 頁。  
5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第 6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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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次所作，大中元年十月至二年正月間「出使江陵」時所作，及大中二年

二月，返回桂管後再行回京途次，有「巴蜀之遊」時所作。另外，本詩之

詩作對象是對令狐綯、杜悰、李回等，有感而發之說法，迄今仍論爭不已。 

貳、文獻探討 

本論先考察〈荊門西下〉詩之繫年，應有程夢星所主張的大中元年十

月至二年正月間「出使江陵」時所作，及馮浩、張爾田等主張的大中二年

二月返回桂管後，再行回京途次，有「巴蜀之遊」時所作。最後即岑仲勉、

劉學鍇、余恕誠等主張的大中元年春、夏赴桂管途次所作之可能性。  
本論文先探討上述三個論說，是否有彼等所言之可能，還是本論所主

張大中五年（八五一）入梓幕後，於大中六年（八五二）有「巴蜀之遊」

時所作之可能性較高。  
本論嘗試再探討〈荊門西下〉詩之繫年及其詩作場所、對象等如次：  
 

一、「出使江陵」說 
大中元年五月七日李商隱赴桂管幕不久，即於當年十月至大中二年正

月間，曾出使江陵，而此間應是李商隱「南遊郢澤」（江鄉之遊）之時期。
6 
    李商隱之〈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懷寄獻尚書〉7詩題中，可了解其曾

出使江陵，而《樊南文集》之序文中，亦可了解其出使之時間：  

 
        大中元年，⋯⋯冬如南郡。⋯⋯十月十二日夜月明序。〈甲〉8 
 

        余為桂林從事日，嘗使南郡，舟中序所為四六、作二十篇，明年 

    正月，自南郡歸，二月府貶。〈乙〉9 

 
李商隱於大中元年十月十二日左右，從桂林出發至南郡，又於大中二年正

月自南郡返回桂林。其間在湘江之停留，即是史稱的「江鄉之遊」。 

                                                  
6 拙論（日文版），〈李商隱研究「江東之遊」考〉。日本，二松學舍大學《人文論叢》58
輯，1997 年 3 月。第 192∼219 頁。  

7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台北，里仁書局，1989 年 8 月。第 298 頁。   
8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

427 頁。   
9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

4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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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程夢星主張〈荊門西下〉詩，是大中元年十月至二年正月間「出  
使江陵」時所作。  
例如： 

    此似為桂林從事奉使南郡過往之作，與自喜五律，岳陽樓七  
絕意旨略同。 10 
又，黃侃言：  

 
案詩意當為自桂林奉使南郡，還路所作。 11 

 
但是，「一夕南風一葉危，荊門迴望夏雲時。」句中之「南風」、「夏雲」

則清楚說明此詩作時間應是夏季。如按程夢星、黃侃之說法，李商隱大中

元年十月至二年正月間「出使江陵」所作時，則應是「北風」、「冬雲」或

是「東風」、「春雲」也。 
而李商隱出使江陵之目的，史料並未記載，但依當時之政治環境而言，

或多或少可了解其當時之目的。其〈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懷寄獻尚書〉

詩中：  
 
        彼美迴清鏡， 
        其誰受曲針。 

        人皆向燕路， 

        無乃費黃金。12 

 
即讚美鄭亞人格透明如清鏡般之清廉，宛如彎曲之針，即是饞言，亦不為

所動，正如戰國時代之燕昭王，建築黃金台樓延攬諸士，但是現在聚集在

鄭亞之幕的諸士，甚連自己亦是其中之一份子，都是仰慕鄭亞之人格，並

不是為了金錢。換言之，李商隱之出使江陵，即意味著替鄭亞平息困擾之

意，及瞭解朝廷後續發生之事件。    
另外，如果李商隱是於歸途返桂林時所作，按地理之方位及回程，應

是自江陵南下荊門，再行至桂林。而「荊門西下」是自江陵西下，與所言

為不同方向。且回程應是自江陵（荊門）再南行，「荊門西下」應是自荊門

（江陵），再行西進才是，且詩句內容又與其當時之季節不合。 

                                                  
10朱鶴齡、程夢星，《李義山詩集箋注》。台北，廣文書局，1981 年 8 月。第 281 頁。  
11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第 608 頁。   
12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台北，里仁書局，1989 年 8 月。第 2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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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馮浩、張爾田認為應是大中二年自桂林北返之際，有「巴蜀之遊」

時所作。  
 
二、大中二年說 

首先，馮浩認為李商隱於大中二年二月，鄭亞自桂林貶循州後，李商

隱隨即自桂林北返洛陽，又再南下做「巴蜀之遊」，直至大中三年（八四九）

才入京：  

 
        及亞貶，義山即由水程歷長沙，荊門，⋯⋯在此夏時，未嘗     

隨赴循州。⋯⋯其時當至故鄉與東都，⋯⋯旋又出而行役，有徘 

徊江漢，往來巴蜀之程焉。 13 

 

    但張爾田則反對馮浩之說，認為李商隱應是在大中二年二月，鄭亞自
桂林貶循州後，於北返途中時，有「巴蜀之遊」，並於冬初返洛陽：  
 

（大中二年）義山正月自南郡歸，攝守昭平郡事，二月府貶 

，留滯荊巴，秋歸洛，冬初還京。⋯⋯惟末選尉之先，尚有留滯 

荊門，往來巴蜀諸跡，然後由荊南返洛，由洛入京。⋯⋯惟謂歸 

洛後始再出行役，作巴楚之遊，三年春由楚入京選尉，則與集中 

情事不合。14 
 
    然馮浩又以李商隱〈搖落〉詩為證，認為李商隱「巴蜀之遊」時，曾
與友人李貽孫相遇：  

 
       文集為李貽孫啟以全力赴之，必故交之深者。貽孫會昌五年 

為夔曾枉道至藥山訪融禪師，為時亦不過半月，計程抵江陵約在 

六月中旬。然自江陵續發，已「及早寒」〈楚澤〉，抵商洛已屆深 

秋，有〈九月於東逢雪詩〉可證。15 

 

 

                                                  
13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台北，里仁書局，1989 年 8 月。第866 頁。  
14張爾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台灣，中華書局，1984。第 135、136、137 頁。    
15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第 20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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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使劉學鍇、余恕誠支持馮浩之論說，認為：  

 
        按李貽孫大中五年至七年任褔建觀察使，此前數年內曾任忠 

州刺史。則大中二年秋或已移任忠州，義山亦有可能溯江至忠州 

訪貽孫。 16 

 
    馮浩僅憑〈搖落〉詩，即認為李商隱有「巴蜀之遊」之行跡。〈搖落〉
詩之內容上：  

 

搖落傷年日，羈留念遠心。水亭吟斷續，月幌夢飛沉。 

古木含風久，疎螢怯露深。人閑始遙夜，地迥更清砧。 

結愛曾傷晚，端憂復至今。未諳滄海路，何處玉山岑。 

灘激黃牛暮，雲屯白帝陰。遙知霑灑意，不減欲分襟。 17 

 
並未明言李商隱與李貽孫之相遇，又用「以意逆志」之方法，反證〈搖落〉

詩為大中二年之作品，強加編年後，再證與李貽孫相遇，實非有力之證據，

且言「結愛曾傷晚」之語意內容為寄內之詩句。  
然馮浩又將〈荊門西下〉詩，認定是大中二年李商隱於「巴蜀之遊」

時所作之詩，認為是自西而下至荊門。此「以詩證譜」 之方法論，實非科
學之論證。                           
    另有關李貽孫之蹤跡，《全唐詩補篇》載：  

 
        貽孫，大和初，褔建團練副使。會昌五年夔州刺史。大中三 

年以左諫議大夫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大中五年以褔建觀察使。 18 

 
李貽孫在會昌五年（八四五），任夔州刺吏後，至大中三年之間曾任忠州刺

史。 

而《宋高僧傳》又載：  
        大中三年誕節，詔諫議李貽孫，給事楊漢公，緇黃鼎列論議 

，大悅帝情。 19 

                                                  
16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第 2099 頁。 
17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台北，里仁書局，1989 年 8 月。第 351 頁。  
18陳尚君輯校，《全唐詩補篇》。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10 月。第1111 頁。  
19贊寧撰，《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2 月。第 1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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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說明大中三年前，李貽孫已入朝，且大中二年，李商隱〈為滎陽公與

前浙東楊大夫啟〉之簽註，為「此為漢公去任後作」20，即楊漢公於大中元

年浙東罷後調升給事。而李貽孫亦很可能於大中元年忠州刺史罷後，與楊

漢公同一時期，調升諫議。所以馮浩亦自認有所矛盾，並言「貽孫會昌五

年為忠州刺史，大中二、三年或尚在夔乎？」是以李商隱於大中二年與李

貽孫相遇之可能性甚低。 

張爾田亦認為，馮浩推測「巴蜀之遊」為拜訪李貽孫是錯誤的，而是

企圖造訪杜悰謀職，所以楊柳亦支持張爾田之說法： 

 
        最先是屬望於剛由西川左遷湖南的座師李回，但李回正遭受 

政敵的無情打擊，自顧不暇，又能給義山什麼有效的幫助，於是 

他不得不溯江而上，企圖到四川去碰一下運氣。這時他的遠房表 

親杜悰正擔任西川節度使，杜悰是牛黨重要人物之一，政冶上正 

走運，義山在窮途潦倒中，不能不屬望於這個六親不認、刻薄寡 

恩，外號叫「禿角犀」的侏儒了。他由荊州出發，溯江西上，經 

宜昌、秭歸、巴東入蜀。關於義山在四川的游蹤，很難確指，現 

結合詩人創作闡明此次巴蜀之行情況。據筆者考證，義山此次入 

蜀，從地區言，沒有超出長江沿岸的夔、峽一帶。從時間言，沒 

有超出二個月。就動機言，始則可能屬望於杜悰，中途又改變主 

意折回，夔州（奉節）、巫山一帶在中、晚唐時行政區畫上原屬 

山南東道的荊南節度使（治所設江陵），而不是屬於劍南東道的 

東川節度使（治所設梓川、今四川三臺縣）。義山此次在江陵停 

留頗久，肯定曾受到鄭肅的接待，半年前他由桂林奉使江陵，和 

鄭肅業已建立一定關係，他的入蜀，實際上還是在鄭肅的管轄地 

區。21  

 
但岑仲勉則認為李商隱僅在江陵停留十幾天，與李回見面，並無入蜀： 

 
        李回自西州責授湖南，東川杜悰徙代，箋三謂與鄭亞貶循同 

是二年二月事，說極可信（參舊紀）。若然，則杜悰遷鎮西川，商 

隱在桂時早於除書見之（此種除書、性質與清之邸鈔相類），何為 

                                                  
20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 735 頁。 
21楊柳著，《李商隱評傳》。台北，木鐸出版社，1985。第 2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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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四五月後猶向東川尋杜悰耶？凡此諸章，各有所從，牽強比 

傅，遂致授隙。22   
    馮浩、張爾田及楊柳等認為大中二年，李商隱有「巴蜀之遊」，又自圓
其說，認為是尋訪李貽孫、李回或杜悰。並「以意逆志」方法論，推測前

述〈荊門西下〉詩，為當時之作品。   
然岑仲勉反對馮浩、張爾田之見解，認為大中二年並無「巴蜀之遊」

亦言：  

 
        即鄭亞二月貶循，（史不著日），〈為滎陽公與前浙東楊大夫啟〉 

云：「以今月二十三日南去。箋（張爾田）三謂是二月二十三日，然 

桂州去西京四千七百里，詔命之傳，最速需十日，職是之故，或得 

為三月也。」維時商隱方攝守昭平，如其須待替人，則去桂在三、 

四月，五月至潭。 23 

 
劉學鍇、余恕誠認為是有「巴蜀之遊」： 

 
       假定六月中旬抵江陵，在鄭幕稍留時日，復溯江至夔州，亦 

不過七月中旬前後，於夔峽羈留一月左右，方當仲秋，與搖落、 

過楚宮二詩所寫「古木含風」、「疏螢怯露」、「遙夜清砧」、「雲雨 

丹楓」之景正合。⋯⋯江上、風（迴拂來鴻急）二詩，有「來鴻 

別燕」、「西塞下牢」、「前程煙水」之語。正仲秋自夔峽歸途所作 

，而「吾道豈淹留」之句，正示前此於夔峽有所淹也。 24 

 

在此姑不論岑仲勉、劉學鍇、余恕誠是否認為有無「巴蜀之遊」，但其  
認為〈荊門西下〉詩，是在大中元年赴桂管南下時所作，而非大中二年北

返時所作。 
但是李商隱在鄭亞大中二年二月府貶後，並非如馮浩、張爾田、劉學  

鍇、余恕誠及楊柳等言，曾有「巴蜀之遊」，亦非如岑仲勉所言：「則去桂

在三、四月、五月至潭」。  

                                                  
22岑仲勉，〈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張爾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台灣，中華書局，1984。
第 235 頁。   

23岑仲勉，〈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張爾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台灣，中華書局，1984。
第 236 頁。  

24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第 20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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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李商隱〈為滎陽公論安南行營將士月糧狀〉文知：  
 
        去年五月十五日發遣，八月二十日至海門，⋯⋯其年十二月六 

日，差綱某等，⋯⋯今年五月八日至鳥雷。⋯⋯又遭颶風，⋯⋯其 

月十八日，至崑崙灘。⋯⋯去年六月已後，至今年六月已前，從發 

赴安南。 25 

至少上文可證明李商隱於大中二年六月尚在桂州。  
又如下文：  

 
        以今月二十三日南去，家無甚累。〈為滎陽公與前浙東楊大夫 

啟〉26 

 
        伏料旌旆，將及容州，⋯⋯即以某月日進發到任。〈為滎陽公  

與容州韋中丞狀〉 27 

 
        某以九月九日到任上訖，映帶谿洞。〈為滎陽公與魏中丞狀〉  

28 

     
即「今月二十三日南去」，至少是六月以後，如照「九月九日到任上訖」而

言，則應是大中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自桂林出發，途經容州，九月九日抵循

州。如果李商隱於大中二年九月九日以後，未隨鄭亞赴循州，則如何能知

鄭亞於九月九日抵循州，又如何能為鄭亞寫〈為滎陽公與魏中丞狀〉乙文

呢？ 
故而由上可知，李商隱於大中二年北返之際，無暇有「巴蜀之遊」。且

大中二年九月九日剛好是李商隱隨鄭亞赴循州到任之日。而李商隱的確於

大中二年六月當時還在桂管，而九月九日才至循州，之後，隨即一人北返

長安。  

                                                  
25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 533、534 頁。  

26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 736 頁。  

27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 629 頁。  

28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 629 頁。  



 83

                        李商隱〈荊門西下〉詩考                      13 
                                                                                   

 
    李商隱在鄭亞大中二年二月府貶後，並非如岑仲勉所言「去桂在三、
四月，五月至潭」。應約於大中二年九月九日以後自循州出發，按路途計算，

於冬季才抵達長安。若九月間抵長安之南的商州，似無此可能。     
    另外，岑仲勉「以譜證詩」所舉之〈風〉詩、〈路發荊南始至商洛〉詩、
〈歸墅〉詩等，認為上述之詩為大中二年之作，並「以詩證譜」：  

 
        〈風〉詩來鴻別燕，歸舟天外，其續發以入秋令，⋯⋯再北而  

「青辭木奴橘」〈路發荊南始至商洛〉，「鄧橘未全黃」、〈歸墅〉詩，  
正深秋景象，是以有〈九月於東逢雪〉之作。 29 

認為大中二年（八四八）九月時，由桂管北返赴京，途經「商於之東」之

作品。故而岑仲勉之論點，迄今幾成定論。  
    又如前劉學鍇、余恕誠所言，從岑仲勉之時間推測並認為：  
 
        按義山桂管歸途，約三四月間啟程，五月抵潭。「留連湘幕， 

當滯旬時，夫故有〈賀馬相公登庸啟〉之代撰」（岑氏平質），離  
潭北上，會枉道至藥山訪融禪師，為時亦不過半月，計抵江陵約  
在六月中旬。然自江陵續發，已「及早寒  」（楚澤），抵商洛已屆  
深秋，有〈九月於東逢雪詩〉可證。 30 

亦支持岑仲勉之論點，指出：「此必大中二年秋由桂返京經於東時作。」31  

    李商隱的〈風〉詩，「來鴻急」、「別燕高」意指深秋，「楚色」、「下牢」 
是為荊州地。即李商隱桂管北返至荊州地時，已是秋末，倘繼續北返至商

州時，業已入冬，怎還有〈九月於東逢雪〉詩。岑仲勉、劉學鍇、余恕誠

等之論點，用「以譜證詩」、「以詩證譜」之方法論，相互引證〈九月於東

逢雪〉詩是李商隱於大中二年九月深秋，由桂返京途經商於時所作則有誤。
32 

而且如按〈路發荊南始至商洛〉詩中「青辭木奴橘」、「四海秋風闊」，

應表自荊南出發開始前往商洛之際，已是深秋。另〈歸墅〉詩「鄧橘未全

黃」，十月是橘綠時節，在此亦可說明至鄧州時已是十月、十一月之交，橘  
未全黃時節。又鄧州至長安九百五十里，若日行八十里計，最快亦將花費  

                                                  
29岑仲勉，〈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張爾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台灣，中華書局，1984。
第 236 頁。   

30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第 2098 頁。   
31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第 813 頁。   
32拙論，〈李商隱「九月於東逢雪詩」考〉。國立華僑大學先修班，《僑苑》33 期，2001
年 1 月。第 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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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天，故詩中有「旬時到舊鄉」之句，而經商州已是十一月之際也。  

綜觀上述，李商隱於大中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自桂管幕隨扈送行幕主

鄭亞貶至循州，九月九日到任，隨後夏末隻身北返，返京時已是冬末。所

以李商隱在大中二年夏季，無暇有「巴蜀之遊」，故〈荊門西下〉詩，亦非

是大中二年之作品。  
清王鳴盛〈蛾術篇〉中亦言： 

 

        何必強造鄭亞被貶，不送至循而往西川謁悰，以莫須有之詞 
坐義山，以顛倒是非巧逞如簧之罪哉？馮先生於史事穿穴心苦， 

間多臆揣，則有未確處。33 
所以〈荊門西下〉詩，為大中二年時，由桂管北返赴京，途經「巴蜀」

時，已是深秋，於歸途所作之可能性甚低。  

 
三、大中元年說 

岑仲勉、劉學鍇、余恕誠等認為〈荊門西下〉詩，非大中二年李商隱

自桂管北返時所作。但其卻誤認李商隱北返時間是在春、夏之交，且忽略

了本論根據《樊南文集》提出合理之考證。所以岑仲勉、劉學鍇、余恕誠

主張〈荊門西下〉詩，是大中元年自長安赴桂管途次所作。 

 
岑仲勉並認為：  

 
其實荊門即荊州用典，猶云舟發荊州向東而下。以東向為西下 

，古人自有此種語法。⋯⋯鄭亞除桂管在二月，抵任在五月，過荊 

時約當四月，故云迴望夏雲。簡言之，此詩乃隨亞赴桂途次作。若 

入歸途，方不日相會，何需「骨肉書題安絕獥」？可證馮、張兩說 

之窮也。 34 
劉學鍇、余恕誠根據岑仲勉之見解又言：  
此赴桂途次作無疑。「荊門西下」之「西下」猶「南下大散嶺 

」之「南下」也。如係溯江而上，斷不得謂之「西下」。如張說自 

 

 

                                                  
33清王鳴盛，〈蛾術篇〉。龔鵬程，《文學批評的視野》。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 年 1 月。

第 298 頁。 
34岑仲勉，〈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張爾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台灣，中華書局，1984。
第 234 頁。    



 85

                       李商隱〈荊門西下〉詩考                       15 
                                                                                   

 
巴闐歸，則其實已屆仲秋，與「南風」「夏雲」顯有牴牾。馮氏因 

偶成轉韻有「頃之失職辭南風，破帆壤槳荊江中」之句，遂疑此詩 

首句「一夕南風一葉危」亦必同指此役。⋯⋯細味此詩，乃自荊門 

（即荊州）順江而下，途中遇風波險惡，有感而作。首聯謂一夕南  
風，浪惡舟危，迴望荊州，已入夏雲籠罩之中。35 

 
遂使岑仲勉、劉學鍇、余恕誠等認為〈荊門西下〉詩是大中元年赴桂

管途次所作，且季節上又相吻合。  
但是大中元年，遠赴桂林之李商隱在其〈樊南甲集序〉言：  

 
     大中元年，被奏入嶺當表記。 36 

 
  而史書亦載：  

 
     商隱隨亞在嶺表累載，三年入朝。《舊唐書》37 
 

    但是迄今所有學者均認為，李商隱隨鄭亞赴桂州是以陸路長安（或洛  
陽）、襄州經由江陵再赴桂州之行程。原因是李商隱赴桂州幕途中（陸路）

之〈上漢南盧尚書狀〉文中，「今幸假塗奧壤。」38及〈上度支盧侍郎狀〉

文中，「某行已及鄧州。」39被認為李商隱是經由陸路前往桂州。  
但是卻未注意〈上某某狀（啟）〉是李商隱回程之自我介紹文。如〈上

度支歸侍郎狀〉文中之「至冬初赴選」。40表示其在大中二年冬時自嶺外返

京應考之語。而前往桂州時，李商隱文集中的〈為滎陽公上某某狀（啟）〉

才是其為府主代筆之文。  
 

                                                  
35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第 608 頁。   
36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 427 頁。  

37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12 月。第 5077 頁。  
38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 679 頁。   

39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 684 頁。   

40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 6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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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岑仲勉舉證李商隱回程之詩，認為李商隱與白居易，一樣是由
陸路往南行的。41但是白居易本身詠詩時期，是由白居易自己編集整理，

故其行程與詩之時間，可相配合。而李商隱詩集卻非其自身所編排。故李

商隱之詩並不能作為其南行之確切證據。反觀李商隱大中元年二月以後之

〈為滎陽公上某某狀（啟）〉，在其《樊南文集》中，神文、祭文除外，共

計有六十四篇，而此文集之可信度是比詩文較高。  
    據此李商隱與鄭亞於大中元年二月七日奉詔南行。見《舊唐書》： 

 
宣宗大中元年二月丁卯，以給事中鄭亞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 

、桂管防禦觀察使。42 

 
另按《唐會要》載：  
 
        觀察使勾當去任，一千里內，限十日進發。二千里已上，限 

十五日。三千里已上，限二十日。不得託以事故，別取他路經過。 43 

 
按此推算，最晚於三月七日出發，應是鄭亞與李商隱從長安、洛陽、

鄭州、淮川、運河轉溯長江而上至江潭、桂州，且當年之三月為閏三月。  
因此從其《樊南文集》中，可知其南行是由水路之行。此即是所謂李

商隱的「江東之遊」。現由《樊南甲、乙集》中，整理後瞭解其當時之行蹤

為： 

 
（一）大中元年三月，從長安東面長樂驛出發。 

      〈為中丞滎陽公謝借飛龍馬送至府界狀〉：特借飛龍馬一疋、井鞭轡

等，送至京兆府界者。 

      〈為中丞滎陽公赴桂州長樂驛謝敕設狀〉：就長樂驛，賜臣及將吏等

設饌者。  
（二）告知河中府，三月七日出發。 

      〈為榮陽公上河中崔相公狀一〉：即以今月七日赴任，⋯⋯到任當差

專使起居。 

                                                  
41岑仲勉，〈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張爾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台灣，中華書局，1984。
第 226 頁。   

42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12 月。第 617 頁。   
43王溥撰，《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10 月。第 12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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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告知河南府之李商隱親戚昭義節度使李執方。 

      〈為滎陽公與京兆李尹狀〉：羈旅於小藩，實寤寐於餘眷。 

      〈為滎陽公與河南崔尹狀〉：末由拜謁，瞻戀伏深，到任後續更有狀。 

      〈為滎陽公與昭義李僕射狀〉：拜謁末由，無任瞻戀，到任續更有狀。 

（四）告知汴州府三月七日出發。 

      〈為中丞滎陽公與汴州盧僕射伏〉：即以今月七日赴任，續更有狀。 

（五）閏三月七日，至淮南。 

      〈為滎陽公上通義崔相公狀〉：況某早蒙恩顧，今獲驅馳，伏限頒條，

莫由陳賀，檻猿絆驥，敢歎於拘留。 

      〈為滎陽公上淮南李相公狀〉：即以今月七日赴任。⋯⋯到任即差專

使起居。 

（六）閏三月十日，至浙西。 

      〈為滎陽公與浙西李尚書狀〉：即以今月十日赴任，到鎮，更當有狀。 

      〈為滎陽公上浙西鄭尚書啟〉：斯焉假道，以副具瞻，況忝亢宗，允

俟嘉會，⋯⋯餘并附某乙口述。 

（七）浙東遊覽。 

      〈為滎陽公與浙東楊大夫啟〉：今者冰消雪薄，江麗山春，訪古跡於

暨羅，探異書於禹穴，不知兩樂，何者為先？⋯⋯其他並附喬可方

口述。 

（八）至江州、宣州。 

      〈為滎陽公上宣州裴尚書啟〉：近已有狀。⋯⋯留歡湘浦，暫復清狂，

思如昨辰，又已改歲。⋯⋯云於江沔，要有淹留，便假以節巡，託 

之好幣，十一月初離此訖，⋯⋯其他並付使人口述。 

（九）上江州前座主周墀。 

      〈為濮（濮當作滎）陽公與度支周侍郎狀〉：以江之西。⋯⋯而居河

之上。 

（十）四月七日，途經至荊南。 

      〈為滎陽公上荊南鄭相公狀〉：伏幸塗經荊楚。⋯⋯即以今月七日赴

任桂林。 

（十一）四月八日，至湖南積慶太后死。 

      〈為中丞滎陽公赴桂州至湖南敕書慰諭表〉：臣某言：今月八日， 

      宣告使某官某至湖南觀察府，⋯⋯雖聞訃以銜哀。⋯⋯臣伏聞積慶

太后，爰初遘疾。⋯⋯伏以時逢積水，行滯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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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水害。四月二十八日，抵潭州，向中央報告。 

      〈為滎陽公上集賢韋相公狀〉：某行役，以今月二十八日，達潭州訖。 

      〈為滎陽公上弘文崔相公狀〉：某行役，以今月二十八日，達潭州訖。 

      〈為滎陽公上史館白相公狀〉：某行役，以今月二十八日，達潭州訖。 

      〈為滎陽公上門下李相公狀〉：某行李，今月二十八日，已達潭州訖。 

（十三）抵衡州。 

      〈為滎陽公賀牛相公狀〉：今者復自衡陽，去臨汝水。⋯⋯某昨日幸

因行役，得奉輝光。 

      〈為滎陽公上衡州牛相公狀〉：會昭潭積雨，南楚增波，尚滯旬時。 

（十四）五月九日，抵桂林，向中央報告。 

      〈為滎陽公桂州謝上表〉：即以今月九日到任上訖。 

      〈為滎陽公上僕射崔相公狀二〉：某以今月九日，到任上訖。 

      〈為滎陽公上史館白相公狀三〉：以今月九日，到任上訖。 44 

 

    由上可知，李商隱「江東之遊」的足跡，時間為大中元年三月七日起，
經閏三月、四月、至五月九日抵桂林。以上行程，是由長安途經汴州、浙

西、浙東、宣州、荊南、潭州、衡州，至桂林時，是五月九日。而大中元

年為閏三月，是迄今研究李商隱學者所遺漏之處。  
    如果照李商隱的南行為長安或洛陽出發，至荊南時已四月八日時，則
時經閏三月，已歷經二個月。而荊南至長安約莫一千里餘，則需一個月餘  
即可抵達。按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載：  
 
        長樂驛，以其京師東行，主幹驛道之第一驛。 45 
 

又，《唐代之交通》載：  
 

        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46 

可見二個月時間，由長安經運河至荊南為時二個月之時間，是足以抵達荊

南的。李德裕南貶時，亦是自長安沿運河至洞庭湖時，約莫二個月。  

                                                  
44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 127、128、590、628、628、625、625、623、604、626、627、734、725、726、576、
601、519、520、582、586、595、598、617、621、86、594、597 頁。  

45嚴耕望撰，《唐代交通圖考》。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1985 年 5 月。第 2 頁。  
46國立北京大學法學院中國經濟史研究室編，《唐代之交通》。名古屋，采華書林，1966
年 11 月。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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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大中初，白敏中復薦鉉在中書，乃相與掎摭構致，令其黨人李咸 

者，訟德裕輔政時陰事，乃罷德裕留守，以太子少保身分司東都，時 

大中元年秋。尋再貶潮州司馬。敏中等又令前永寧縣尉吳汝納進狀， 

訟李紳鎮楊州時謬斷刑獄，明年冬，又貶潮州司戶，德裕既貶，大中 

二年，自洛陽水路經江、淮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陽。 47 

            

    上述之事跡中，大中二年之記載有誤，應為大中元年，即李德裕於大
中元年十二月時左遷，經洛陽、溯江至洞庭湖而赴潮州者也。而李德裕在

大中二年二月時，洞庭湖之作品，亦可證明其被貶時之路線。  
李德裕左遷時間線路如次：  

 
《舊唐書》：「德裕既貶，大中二年，自洛陽水路經江、淮赴潮州」。

〈李德裕〉48     

《新唐書》：「大中元年，十二月戊午，貶太子少保李德裕為潮州司

馬」。〈宣宗本紀〉 49 

 

《全唐文》：「戊辰歲仲春月（大中二年二月）戊申夜，余宿於洞庭 

西」。〈舌箴井序〉 50 

《樊南文集》：「歲在丁卯（大中元年）亞自左掖，出為桂林。九月，

公書至自洛。⋯且使為序，以集成書」。〈太尉衛國公

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51 

 

李德裕左遷時間路線，與鄭亞同，由水路潭州經由潮州。而葉嘉瑩所

言李德裕於大中元年（八四七）秋七月左遷，時間上應有誤。52 

因此，對於鄭亞、李商隱南行經由運河溯長江而上，可由如下其他之  

                                                  
47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12 月。第 4527、4528 頁。   
48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12 月。第 4528 頁。   
49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3 月。第 247 頁。   
50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11 月。第 3232 頁。  
51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 424 頁。  

52葉嘉瑩著，〈李義山「海上謠」與桂林山水及當日政局〉。《唐代研究論集》（第 2 輯）。
新文豐出版社，民國 81 年 11 月。第 7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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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說明做為佐證，經整理如下：  
（一）如果李商隱若由長安、襄州、江陵赴桂，為何沒有對襄州（山南東

道）節度使之書信。而又對運河沿岸的節度使，有書信之往返呢？ 

（二）鄭亞與李商隱均為鄭州滎陽人，鄭亞時屆晚年，途經故鄉之情，當

屬合理。 

（三）且以長樂驛為出發點，此驛是東行之首驛。如果南行（陸路）則非

經此驛，而是以都亭驛、五松驛為始發，再筆直南行。 

（四）唐時，長安、洛陽、及運河、長江之水運交通便利，而且，南行（水

路）之人數頗多，並以南行交通之主幹線為主，亦屬合理。 

（五）又上文中〈上淮南狀〉之七日出發與〈上浙西狀〉之九日出發，即

在浙東停留三天，即從閏三月七日揚州出發至杭州，再於閏三月十

日自杭州出發。此點，亦是其他學者所未注意到之處。 

（六）另外在途中，鄭亞之各狀中有押衙，即警備之先行「呈狀」或留後

之「口述」之附註，亦可證明是途經該地。 

（七）〈上浙東狀〉中，該行一等曾稍作停留遊覽，而且與江東之遊之詩作

時間，即春、夏之景象，亦相吻合。 

（八）而〈池州韋潘和詩〉中
53，雖劉學鍇、余恕誠言，作者李商隱不需親

自於池州亦可和詩。但，此言不如言「寄詩」。即使韋潘當時不在池

州，若李商隱親自赴池州而和詩之可能性頗高。 

（九）而文〈上宣州裴尚書啟〉中，亦曾言，「思如昨辰，又以改歲。」亦  
表明曾於池州一遊。而「十一月初離此，其他並付使人口述。」表

明大中元年（八四七）十月時，奉鄭亞之命又曾前往該地。並言明

李處士亦曾在該地滯留，而此李處士並非是李商隱。又李商隱代鄭

亞為文，如果是李商隱本身，應是有官職或官銜，如李從事、李判

官等職，而此李處士極可能為李之親族，即如〈上李舍人狀一∼七〉

中所提及之處士，皈依道教之親族也 54。 
 
    由上述之各論點，可證明李商隱之「江東之遊」，實際即是大中元年三
月七日，加上該年為閏三月，自長安出發途經洛陽、鄭州、沿運河南行，

再溯長江至荊南往潭、衡州，五月九日赴抵桂林。   
 

                                                  
53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台北，里仁書局，1989 年 8 月。第 212 頁。  
54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 703∼711 頁。   



 91

                         李商隱〈荊門西下〉詩考                     21 
                                                                                   

 
    而周建國所言「江東之遊」之詩為虛構，江東之遊不成立似無說服力。
55劉學鍇、余恕誠認為是於弱齡前後，其江東之遊之說亦不攻自破。56馮浩

認為開成末，李商隱自江陵沿長江而下返回長安之說亦與詩之春夏時間不

合，57相反的開成五年（八四０）末，李商隱人於長安應是較合理。另張爾

田認為，李商隱是於大中末才南行江東。58但晚年病危之人如何能長途跋涉

遠赴江東之遊呢？而且時間上亦不是相吻合。  
    迄今所有學者均認為「江東之遊」，是開成五年末，且幾成定論。然導
致此之誤解，即因錢振倫認為李商隱桂州南行時是由長安或洛陽經襄州、

江陵，筆直南下之故。見「假塗奧壤」〈上漢南盧上書狀〉，但是該文為李

商隱北上返京時之文章。當時僅一人返京，故而文章內並無〈為滎陽公上

某某狀〉，僅為〈上某某啟〉。該文章是李商隱私人之信件，而被誤認為南

行之文章。其實是北上之私人問候文章，因此誤導了學者研究方向，而使

「江東之遊」成千古之謎。在此特提出此新解，並冀先學指正。  
故而大中元年李商隱赴桂管時並未經過江陵、荊門，按此〈荊門西下〉

詩，應不是此時間所作。  

 

參、本  論 

大中六年「巴蜀之遊」 

由以上得知李商隱生平之行蹤，於大中元年十月至大中二年正月間，

即所謂「出使江陵」時，季節方位均與「荊門西下」不合。大中二年亦並

無「巴蜀之遊」。而大中元年自長安赴桂管時，並未途經江陵。如此一來，

〈荊門西下〉詩，應是別的時期所作。  
接下來探討大中二年冬以後，李商隱行跡，是否有可能前往江陵。按

史書記載為：  

 
三年入朝，京兆尹盧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箋奏。明年，令狐 

綯作相，商隱屢啟陳情，綯之不省，弘正鎮徐州，又從為掌書記 

，府罷入朝，復以又章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會河南伊柳仲郢鎮  

                                                  
55陳尚君輯校，《全唐詩補篇》。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10 月。第 608 頁。   
56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開成末南遊江鄉說在辯證〉。《文學遺產》三期。北京，中

華書局，1980 年 12 月。第 43 頁。   
57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台北，里仁書局，1989 年 8 月 15 日臺三版。第 855 頁。   
58張爾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台灣，中華書局，1984。第 1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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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蜀，辟節度判官，檢校工部郎中。《舊唐書》59 

 
        京兆尹盧弘正表為府參軍，典箋奏，綯當國，商隱歸窮自解 

，綯憾不置。弘正鎮徐州，表掌書記，久之，還朝，復干綯，乃 

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劍南東川，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 

《新唐書》60 

 
    馮浩根據上述史料認為：  

 
        大中三年  商隱還京，選為盩厔尉。 
        大中四年  弘正表辟在十月，奏為判官。 

        大中五年  商隱妻亡於是年，乙集序所云「三年已來，喪失家道」

也。 

        大中六年  盧弘正卒於鎮，徐府罷，商隱入朝，復以文章干綯，

乃補太學博士。⋯⋯十月改判上軍，⋯⋯商隱當先至

東都謁謝，乃至東川。 61 

 
然張爾田之考證較馮浩之推測合理。認為：  

 
        大中二年  商隱還京。 
        大中三年  選為周至尉。弘正表辟在十月，奏判官。 

      大中四年  義山在徐幕。 

        大中五年  春，盧弘正卒於鎮，徐州府罷，復以文章干綯，補太

學博士。妻王氏卒。62 

又、張爾田認為：  
 

（大中五年）義山徐州府罷入朝，復以又章于綯，補太學博士 

，妻王氏卒，會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為節度書記。十月得見， 

改判上軍，旋檢校工部郎中，冬，差赴西川推獄。案馮氏年譜之謬，  

                                                  
59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12 月。第 5077 頁。   
60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3 月。第 5792 頁。   
61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台北，里仁書局，1989 年 8 月。第 868∼871 頁。   
62張爾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台灣，中華書局，1984。第 135、157、167、170、1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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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甚於以王氏之卒繫諸五年，而以蜀辟繫之六年也。63 
 

    李商隱於大中五年（八五一），任太學博士不久後，甚覺乏味，恰巧鎮
河南尹之柳仲郢出使梓州刺史，遂而延攬李商隱入其幕。李商隱曾於會昌

元年（八四一）時，由令狐綯之介紹，而有〈獻舍人河東公啟〉64之文，或

有此因緣，而入其梓州幕。   
大中五年七月，河南尹柳仲郢移梓州刺史、東川節度使，李商隱在其

〈樊南乙集序〉中言：  

 
（大中五年）七月，尚書河東公守蜀東川，奏為記室，十月， 

得見吳郡張黯見代，改判上軍。 65 

 
而馮浩所書之李商隱年譜，因其認為李商隱是於大中三年（八四九）才返

回長安，故按其推算李商隱之行跡，均順延一年，比張爾田較晚一年。  
    李商隱其妻喪於大中五年秋季，若照此之時間推算，李商隱應於大中
五年十月入梓幕，其後於大中七年（八五三）十一月十日所撰〈樊南乙集

序〉中：  
 

三年已來，喪失家道，平居忽忽不樂，始剋意事佛，方願打 

鐘掃地，為清涼山行者。66 

 
上溯三年，即是大中五年為其喪妻之時。若李商隱於大中五年冬入梓

幕。如此一來，則增加陳寅恪主張大中六年（八五二），李商隱有「巴蜀之

遊」之可能性了。  
李商隱於大中五年十月，懷者喪妻之痛前赴梓州。不久於冬季，李商

隱奉命出使西川，觀察當地訴訟之不正。〈為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 
姚熊頃時鬫毆，偶在坤維，阿安未容決平，遽詣風憲，當路 

頻奉臺牒，令差從事往推，去就之間，殊為未適。⋯⋯今謹差節  

                                                  
63張爾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台灣，中華書局，1984。第 171 頁。    
64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 765 頁。   

65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 430 頁。   

66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 4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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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判官李商隱侍御往，以今月十八日離此。67 

 
而西川相國京兆公杜悰京兆萬年人，曾歷任德宗、順宗、憲宗三代宰相，

杜佑之孫，出身名門。為典型之貴族派。元和九年（八一四）與憲宗長女

郭妃成親，為附馬爺。原本許多皇女下嫁給皇親國戚、將軍之家，但許多

士大夫卻怕被指為攀延富貴，落人口實，而與婉拒。但杜悰卻欣然接受，

大和六年（八三二）成為京兆尹，七年（八三三）為檢校刑部尚書，仕途

亨達，是典型之「出將入相」。實際上卻不是有才幹之人才，其無能，在《北

夢瑣言》有如下之記載：  
 
        杜悰凡蒞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在鳳翔泊西川 

繫囚，無輕無重，任其殍殕。68 

 
當時柳仲郢倘親自前往西川視察典獄之不正時，自當失禮，「去就之

間，殊為未適。」〈為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李商隱與杜悰為親戚關  
係，所以柳仲郢才派李商隱前往代表處理。李商隱為表對杜悰之敬意乃作

〈五言述德抒情詩一首四十韻獻上杜七兄僕射相公〉、〈今月二日不自量度

輒以詩一首四十韻干瀆尊嚴伏蒙仁恩俯賜披覽獎逾其實情溢於辭顧惟疏蕪

曷用戴輒復五言四十韻詩獻上亦詩人詠嘆不足之義也〉二首詩。69    

    但馮浩、張爾田認為是李商隱懇請杜悰「望其引薦」、「企求提攜」，並
希望入其幕。70然李商隱才入梓幕，怎可能再短短數月間，即見異思遷，想

載入杜悰之西川幕呢？實非合理。  
    而上述二首之「矯情之作」，實為李商隱代柳仲郢替其子珪推薦給杜
悰。而且《樊南文集》中尚有〈為河東公謝相國京兆公啟一、二〉、〈為柳

珪謝京兆公啟一、二、三〉、〈為河東公謝相國京兆公第三啟〉。71錢振倫亦  
言： 

 

                                                  
67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 460 頁。  

68《北夢瑣言》。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8。第 461 頁。  

69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台北，里仁書局，1989 年 8 月。第 468、478 頁。   
70張爾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台灣，中華書局，1984。第 182 頁。    
71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 224、228、7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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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有〈為河東公謝京兆公啟二首〉，皆因柳珪被辟而作，時 

杜悰節度西川也。此啟則悰移鎮淮南時上。⋯⋯案新書珪傳：「杜 

悰表在幕府，久乃至，會悰徙淮南，歸其積俸，珪不納，悰舉故 

事為言，卒辭之。」據此啟，則悰之移鎮淮南，仍復辟珪矣，故 

舊傳云「累辟使府」也。72 

 
據張爾田之考察，大中六年，杜悰行跡如次：  

 
（一）檢舊紀，是年秋七月丙辰書：「前淮南節度使李鈺卒，贈司

空。」則悰之遷鎮，蓋代李鈺，其在是年無疑。 

（二）樊川集有冊贈李鈺司空制書：「大中六年五月十六日壬午，

皇帝若曰：咨爾淮南節度使李鈺」云云，則鈺洵放六年春夏

之交卒矣。 

（三）唐會要祥瑞門載：「大中六年九月二日，淮南節度使杜悰奏：

海陵、高郵兩縣百姓，於官河洒得聖米。」云云，此 

尤為悰是年移鎮之確據。73 

 
換言之，杜悰應於大中六年五、六月左右時，由西川前往淮南。而李

商隱之〈為河東公復相國京兆公第二啟〉中：  

 
        伏承鳳詔已頒，鷁丹期艤，日臨端午，路止半千。 74 

 
可知杜悰於大中六年五月五日端午時，仍在西川欲行前往淮南。而柳仲郢

亦為其子柳珪推薦給杜悰為屬官，隨杜悰前往淮南之幕：  
 
        欲令男珪仰從麾旆，⋯⋯相公爰自奧區，將臨巨鎮。〈為河東 

公謝相國京兆公第三啟〉75 

 
李商隱亦奉柳仲郢之命，至巴蜀界送行杜悰前往淮南幕：  

                                                  
72張爾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台灣，中華書局，1984。第 184 頁。   
73張爾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台灣，中華書局，1984。第 180 頁。  
74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 741 頁。   

75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 7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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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遣節度判官李商隱侍御，往渝州及界首已來。〈為河東公復 

相國京兆公啟〉76 

 
又張爾田依據〈通鑑考異載實錄注引東觀奏記〉中，引用有關李德裕

歸櫬之事。如：  
 
        許其子象州立山縣尉曄護喪歸葬。又是時柳仲郢鎮東蜀，設 

奠於荊南，命從事李商隱為文曰：「恭承新渥，言還舊止」又云： 

「身留蜀郡，路隔伊川」。77 

 
但張爾田將此事項繫在大中九年（八五五），後又加言「此事不詳在何年」。

但若照上述記載，應可能大中六年（八五二）李商隱送杜悰至巴蜀界，恰

逢李德裕歸襯。此段行程，即是所謂李商隱「巴蜀之遊」。  
有關李商隱「巴蜀之遊」，近人陳寅恪有大中六年一說，〈李德裕貶死

年月及歸葬傳說辯證〉： 
 
        仲郢於大中六年夏間遣商隱於渝州迎送杜悰，並同時因水程 

之便利，即遣商隱逕由渝州往江陵，致祭德裕之歸葬，⋯⋯凡注 

家所臆創之大中二年巴蜀遊蹤實無其事，其所指為大中二年往巴 

蜀所作之詩，大抵大中六年夏間奉柳仲郢命迎送杜悰並承命乘便 

至江陵路祭李德裕歸柩之所作。 78 
 

另，岑仲勉並與補充言：  
 
        李德裕歸櫬年：箋四始附大中九年，陳寅烙兄據晚近出土李 

濬撰郴尉李燁及燁自撰亡妻鄭氏兩誌，斷在大中六年，且釋無題 

詩「萬里風波一葉舟」為此時作，說頗可信，今在由德裕自撰妻 

（非妾、別有說）劉氏誌燁所附記「壬申歲春三月，扶櫬帷裳， 

陪先公旌旐發崖州，⋯⋯首涉二時，途經萬里，其年十月，方達 

洛陽」推之，則過江陵當是中秋（是閏七月），惟無題詩若是活著 

                                                  
76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 740 頁。   

77張爾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台灣，中華書局，1984。第 189 頁。   
78陳寅恪著，〈李德裕貶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辯證〉。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詩歌集解》。

北京，中華書局，1988。第 209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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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不定商隱親至江陵耳。79 

即大中六年夏間，李商隱奉柳仲郢命送迎杜悰至淮南，並順道延長江

而下至江陵路祭李德裕歸櫬回程時，即為李商隱之「荊門西下」，時間、季

節亦在夏季，「西下」之方向亦相符合，即自江陵往西而下，所以〈荊門西

下〉詩，亦可能是在此時所作。        
且大中元年李商隱「出使江陵」時與李德裕相見江陵，並將為其所寫

的〈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交與李德裕之可能性亦隨之增高。

大中元年李德裕被貶時，李商隱曾為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寫序，  
如：  

 
《樊南文集》：「歲在丁卯（大中元年）亞自左掖，出為桂林。九 

月，公書至自洛。⋯⋯且使為序，以集成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 

會昌一品制集序〉 80 

 
    另如劉學鍇、余恕誠誤認李商隱「巴蜀之遊」在大中二年時之行程，
現假借其說，正如在大中六年的行程，以反方向來推算，亦屬合理：  
 
        假定五月中旬抵江陵，在鄭幕稍留時日，復溯江至夔州，亦 

不過六月中旬前後，於夔峽羈留一月左右，方當仲秋，與搖落、 

過楚宮二詩所寫「古木含風」、「疏螢怯露」、「遙夜清砧」、「雲雨 

丹楓」之景正合。⋯⋯江上、風（迴拂來鴻急）二詩，有「來鴻 

別燕」、「西塞下牢」、「前程煙水」之語。正仲秋自夔峽歸途所作 

，而「吾道豈淹留」之句，正示前此於夔峽有所淹也。 81 （旁線 

筆者更改） 

 

故此〈荊門西下〉詩，亦有可能是大中六年所作。即大中六年五月夏

間，李商隱奉柳仲郢命送迎杜悰至淮南，並順道沿長江而下至江陵路祭李

德裕歸櫬。正如陳忠凱〈唐代人的生活習俗——「合葬」與「歸葬」〉乙文

所載：  

                                                  
79岑仲勉著，〈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張爾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台灣，中華書局，

1984。第 258、259 頁。   
80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 424 頁。  

81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第 20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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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茅山燕洞公大洞練師彭城劉氏墓誌銘並序〉⋯⋯壬申歲三  
月，扶帷裳。⋯⋯其年十月，方達洛陽，十二月揆酋遷祔，禮也  
。82 

 
即李德裕被貶至崖州，卒於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乙未，子歸櫬於大中六年

三月，十月抵洛陽，十二月歸葬。  
所以大中六年約五、六月時，李德裕歸櫬途經江陵，恰逢李商隱送杜

悰至渝州界首時，於江陵相見之可能性亦隨之增高。  
惟陳寅恪、岑仲勉並未注意到《樊南文集》所記之事蹟，又舉〈無題

詩〉為證，實非有力之證據。故迄今陳寅恪、岑仲勉大中六年「巴蜀之遊」

說，仍與馮浩、張爾田大中二年說，論爭不已。 

由本論考證後得知，所謂大中六年「巴蜀之遊」說，在此亦可明朗化。

故而其〈荊門西下〉詩，為同時期之作品的可能性亦相對提高。正若此〈荊

門西下〉詩，是大中六年所作，在此亦可證明，「西下」則是「往西」回梓

幕也。  
對一位熟知文史之詩人，豈不知地理上之方位。例如：〈西南行卻寄相

送者〉詩，83詩題亦表明梓潼為長安之西南方位。另〈寓懷〉詩：「陽鳥西

南下，相思不及群。」 84亦說明西南行之意。及〈因書〉詩「絕檄南通棧」

之「檄」字，即為西南之意。85 
在此亦知〈夜雨寄北〉詩，並非在梓幕所寫，應是在梓幕之南所寫之

詩，如此才與詩題「寄北」相吻合。86正如〈梓潼望長卿山至巴西復懷譙秀〉

詩，「梓潼不見馬相如，更欲南行問酒罏。」87中「南行」之句，是李商隱

在梓幕南行赴成都（渝州）之詩句。又如〈因書〉詩「絕檄南通棧，孤城

北枕江。」88之「南」與「北」之方位。而〈望喜驛別嘉陵江水二絕〉詩，

「今朝相送東流後，由自驅車更向南。」 89亦言水東流，人南行之意。  
                          

 

                                                  
82陳忠凱〈唐代人的生活習俗——「合葬」與「歸葬」〉。《文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四期。第 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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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隱〈荊門西下〉詩考                      29 
                                                                              

 
按其詩意，應是李商隱於大中六年夏，端午左右出發，李商隱送杜悰、

柳珪至榆州，順勢於江陵奠祭之歸櫬之李德裕後，於秋歸返梓幕。在此亦  
可強化〈荊門西下〉詩，為大中六年所作之可能性。如果本詩為大中六年  
時所作，則詩作對象則很可能是自感之詩，在此自感與令狐綯之恩怨的可  
能性則降低許多。  

此時李商隱的心情是如何呢？「一夕南風一葉危，荊門迴望夏雲時。」

應是奠祭李德裕後，自荊門西下溯江回梓幕時，途經三峽長江之湍急，而

迴望荊門之感觸吧！  
「人生豈得輕離別，天意何嘗忌嶮巇。」見杜悰自西川遠調赴淮南，

柳珪又與其父柳仲郢分離，隨杜悰赴淮南為屬官。這不是天意嗎？這不是 

造化弄人嗎？ 

「骨肉書題安絕檄，蕙蘭蹊徑失佳期。」而自己又是多病之身，又何

時能與長安故鄉的兒子袞相見呢？而且自己的妻子王氏，亦於一年前（大

中五年）亡故。 

「洞庭湖闊蛟龍惡，卻羨楊朱泣路歧。」又李德裕雖曾是一國之宰相，

被貶後死於崖州，異死他鄉，無法告老還鄉，落葉歸根，人生至此，夫復

何言。一般而言，死後是三個月而葬。而李德裕竟落得如此之下場，且遠

自崖州歸櫬，幾近三年之久才回到故居洛陽。不過在此也終於可以入土為

安，落葉歸根了。 

在上述之心情下，李商隱〈荊門西下〉詩，很可能就是在回程時有感

而作之詩。      

 

肆、結 論 

 
    李商隱〈荊門西下〉詩，本身並未繫年，自程夢星加以繫年於大中元
年十月「出使江陵」時所作。馮浩、張爾田之箋註後，咸認為本詩係李商

隱於大中二年秋，自桂林北返回京，順勢有「巴蜀之遊」時所作。但經岑

仲勉反論後，乃至今人劉學鍇、余恕誠之解釋，認為此詩應繫年於大中元

年，李商隱自長安南赴桂管時途經江陵所作，並又「以譜證詩」之方法，

認為本詩是自感與令狐綯之恩怨。      
    本論文以「知人論事」之方法論，推論程夢星之說法，李商隱於大中  
元年十月至二月間「出使江陵」，與詩作之夏季時間不合，且與回程方向不

合，回程應是南下桂管。荊門西下，則應是自荊門西行巴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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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本論認為馮浩、張爾田所說，認為本詩係李商隱於大中二年夏，自桂林

北返回京，順勢有「巴蜀之遊」時所作。但大中二年八月秋，李商隱正自  
桂林送幕主鄭亞赴循州，並於九月九日之後，始自循州北返回京，途經江

陵時已是初冬季。時間、方向均不合。  
另外，本論認為大中元年李商隱自長安赴桂管雖是夏季，但是李商隱

並非是自長安途經江陵（荊門）至潭州，再行赴桂管的。而是自長安、洛

陽，沿水路，溯長江至潭州，再行赴桂管，且此行並未途經荊門（江陵）。 
據此〈荊門西下〉詩，並非是上述大中元年至大中二年間，李商隱自

長安至桂林往返間途次江陵，或出使江陵再行「巴蜀之遊」時所作，而是

其他時間所作。 
有關李商隱「巴蜀之遊」之論爭，在此亦可明朗化，所謂大中二年的「巴

蜀之遊」是不存在的。應是大中六年李商隱自五月端午起至冬末，由東川

至江陵往返時期，為李商隱的「巴蜀之遊」。而此點是陳寅恪未注意到之處，

故李商隱之「巴蜀之遊」迄今仍論爭不已。  
最後，本論文並探討〈荊門西下〉詩之繫年及其詩作之場所，按李商

隱生平之行跡，大中五年入梓幕後，在大中六年，有前往江陵之行蹤。本

詩應是大中六年，李商隱任職於梓州幕，奉使送杜悰至渝州及界首，順勢

於江陵（荊門）奠祭李德裕歸櫬時，回程所作自感之詩的可能性較高。而

且在此亦可說明「西下」應是「往西」回梓幕也。  
因為李商隱本身之《樊南文集》中所載之人物及時間，應遠比詩集本

身，及附會之說的可信度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