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庭筠詞全集(唐) 
 
溫庭筠簡介  
 
溫庭筠，原名岐，字飛卿，并州祁（今山西祁縣）人，唐代溫彥博之裔孫，我國

古代著名詞人，兩《唐書》有傳。溫庭筠雖為并州人，但他同白居易、柳宗元等

名詩人一樣，一生絕大部分時間是在外地度過的。據考，溫庭筠幼時已隨家客遊

江淮，後定居於雩縣（今陝西戶縣）郊野，靠近杜陵，所以他嘗自稱為杜陵遊客。  
 
關於溫庭筠的生年，史籍無載。溫集舊注斷為穆宗長慶四年（824 年），夏承燾

《溫飛卿系年》以為生於元和七年（812 年）。近年陳尚君《溫庭筠早年事跡考

辨》云生於德宗貞元十七年（8O1 年）。梁超然《唐才子傳校箋》同意陳尚君所

考。以溫庭筠生干貞元十七年算，卒於鹹通七年（866 年），則他享年 66 歲。  
 
溫庭筠少敏悟，同其他有成就的詩人一樣，自動好學，苦心硯席，除了善鼓琴吹

笛外，尤長於詩詞。《舊唐書》本傳中說他「能逐弦吹之音，為側艷之詞」。在當

時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北夢瑣言》說溫庭筠「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

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所以時人稱為「溫八叉」。在我國古代，

文思敏捷者，有數步成詩之說，而像溫庭筠這樣八叉手而成八韻者，再無第二人。  
 
這樣有才華的人，卻數舉進土不中第。今可考見者，溫庭給開成四年（839 年）

年將 40 時開始應舉，未中，只在京兆府試以榜副得貢，連省試也未能參加。究

其原因，大約是受宮中政治鬥爭之害。因為楊賢妃的讒害，莊恪太子左右數十人

或被殺，或被逐，沙汰殆盡，隨後莊恪太子不明不白地突然死去。溫庭筠被捲進

這起政治鬥爭中，沒被禍已算不錯了，哪還指望中進土。在他步入科場前，便注

定了不能及第的命運。開成四年應舉不第後，溫庭筠在雩郊住了兩年，用他自己

的話說，是「二年抱疾，不赴鄉薦試有司」。當時是真病，還是畏禍呆在家裡，

不得而知。溫庭筠 41 歲時，到淮南與李紳相見。早在溫庭筠 8 歲時，便與李紳

相識，可謂自幼為友。到 55 歲那年，溫庭筠又去應試。在這之前曾幾次應試，

每次都名落孫山。這次應試，是大中九年（855 年），沈詢主春闈，溫庭筠攪擾

場屋，弄得滿城風雨。攪擾場屋的原因，是溫庭筠有「救數人」的綽號，即在考

場幫助左右的考生，因此這次沈詢將溫庭筠特別對待，特召溫庭筠於簾前試之。

溫庭筠因此大鬧起來，攪擾場屋。據說這次雖有沈詢嚴防，但溫庭筠還是暗中幫

了八個人的忙。當然，這次考試又沒能中。從此之後，也就是說從 56 歲起，溫

庭筠便絕了這門心事，不再涉足名場。  
 
考場救人，雖屬不該，但從這裡可看出溫庭筠的才能。同考場救人一樣，溫庭筠



還幫過相國令狐陶的忙。溫庭筠出入令狐館中，待遇甚厚。當時唐宣宗喜歡歌《菩

薩蠻》，令狐暗自請溫庭筠代己新填《菩薩蠻》詞以進，囑咐溫庭筠千萬不要洩

漏出去，而溫庭筠卻將此事傳了開來，令狐陶大為不滿。溫庭筠看不起令狐陶的

才學。宣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讓未第進士對之，溫庭竊筠「玉

條脫」對立，宣宗很高興，予以賞賜。令狐陶不知玉條脫之說，問溫庭筠。溫庭

筠告他出自《南華經》，並且說，《南華經》並非僻書，相國公務之暇，也應看點

書，言外之意說令狐陶不讀書，又嘗對人說「中書省內坐將軍」，譏諷令狐陶無

學。令狐陶因此更加恨他，奏他有才無行，不宜與第。由此可知溫庭筠一直未中

第，非其才學不高，皆因當權者所嫉也。不僅才高不第，反倒落下了品行不好的

壞名聲。又相傳溫庭筠在傳捨遇到微行至此的宣宗，因不識為皇帝，曾傲語詰之。  
 
溫庭筠攪擾場屋後，貶隨州隨縣尉，當了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後徐商鎮襄陽，

闢為巡官，此時溫庭筠已 56 歲。在襄陽，溫庭筠與皮成式、周繇等交遊酬唱。

在襄陽呆了幾年時間，徐商詔征赴闕，溫庭筠隨後也離開襄陽，去了江東，此時

已經 61 歲了，62 歲那年冬回又到了淮南。此時的溫庭筠，雖詩名頗著，但已自

潦倒，不檢行跡，與貴胄裴減、令狐高等蒲飲狎暱。當時令狐陶出鎮淮南，溫庭

筠因其在位時曾壓制過自己，雖是老相識，也不去看他。後來，溫庭筠因窮迫乞

於揚子院，醉而犯夜，竟被巡邏的兵丁打耳光，連牙齒也打折了。他將此訴於令

狐陶，令狐陶並未處置無禮之兵丁。兵丁極言溫庭筠狹邪丑跡，說他品行怎麼壞。

因此有關溫庭筠品行極壞的話傳了到京師。63 歲老翁，被打折了牙齒，並且落

了更壞的名聲，溫庭筠只好親自到長安，致書公卿間，申說原委，為己雪冤，隨

後即居於京師。  
 
鹹通六年（865 年），溫庭筠出任國子助教，次年，以國子助教主國子監試。曾

在科場屢遭壓制的溫庭筠，主試與眾不同，嚴格以文判等後，「乃榜三十篇以振

公道」，並書榜文曰：「右，前件進土所納詩篇等，識略精進，堪神教化，聲調激

切，曲備風謠，標題命篇，時所難著，燈燭之下，雄詞卓然。誠宜榜示眾人，不

敢獨斷華藻。並仰榜出，以明無私。」將所試詩文公佈於眾，大有請群眾監督的

意思，杜絕了因人取土的不正之風，在當時傳為美談。而此舉又給溫庭筠帶來了

不幸。他完全以文判等，且榜之於眾，已遭權貴不滿，又所榜詩文中有指斥時政，

揭露腐敗者，溫庭筠稱讚「聲調激切，曲備風謠」，更為權貴所忌很。所以，宰

相楊收非常惱怒，將溫庭筠貶為方城尉。因主持公道而招忌被貶，所以紀唐夫送

其赴方城時，詩云：「且飲綠（酉錄）銷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遭受此次打

擊，再次被貶，年事已高的溫庭筠在這年冬抑鬱而死。《唐才子傳》云「竟流落

而死」。未知到方城後不久而死，還是未到方城便死了。一代才子，困頓失意而

死，千載而下，人共憾之。他恃才傲物，蔑視權貴。所以紀唐夫送他赴方城詩又

云：「鳳凰詔下雖沾命，鸚鵡才高卻累身。」  
 



當時權貴，可以排擠、壓制溫庭筠，使他仕途多舛，生活坎坷，卻壓制不了溫庭

筠的才華四溢。溫庭筠終於成為文學史上千古不朽的詩人。  
 
作為晚唐著名詩人，溫庭筠詩詞俱佳，以詞著稱。溫庭筠詩詞，在思想意義上雖

大多無較高的價值，但在藝術上卻有獨到之處，歷代詩論家對溫庭筠詩詞評價甚

高，被譽為花間派鼻祖。王拯《龍壁山房文集懺庵詞序》云，詞體乃李白、王建、

溫庭筠所創，「其文窈深幽約，善達賢人君子愷惻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論者以庭

筠為獨至。」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云：「詞有高下之別，有輕重之別。飛卿

下語鎮紙，端已揭響入云，可謂極兩者之能事。」又載張惠言語云：「飛卿之詞，

深美閎約，信然。飛卿醞釀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懾，備剛柔之氣。」「針縷之密，

南宋人始露痕跡，花間極有渾厚氣象。如飛卿則神理超越，不復可以跡象求矣。

然細繹之，正字字有脈絡。」劉熙載《藝概》更云：「溫飛卿詞，精妙絕人。」

溫庭筠在詞史上的地位，確是非常重要的。  
 
《花間集》收溫詞最多達 66 首，可以說溫庭筠是第一位專力填詞的詩人。詞這

種文學形式，到了溫庭筠手裡才真正被人們重視起來，隨後五代與宋代的詞人競

相為之，終於使詞在中國古代文壇上成蔚為大觀，至現在仍然有著極廣泛的影響。

溫庭筠對詞的貢獻，永遠受到後人的尊敬。  
 
溫庭筠的詩，寫得清婉精麗，備受時人推崇，《商山早行》詩之「雞聲茅店月，

人跡板橋霜」，更是不朽名句，千古流傳。相傳宋代名詩人歐陽修非常讚賞這一

聯，曾自作「鳥聲茅店雨，野色板橋春」，但終未能超出溫詩原意。  
 
溫庭筠詩詞集，據《新唐書·藝文志》，當時曾有《握蘭集》三卷，《金荃集》10
卷，《詩集》5 卷，《漢南真稿》10 卷，又有與段成式、余知古等人詩文合集《漢

上題襟集》10 卷，知其創作頗豐。可惜其集不傳，今所見溫庭筠之詩詞，唯《花

間集》、《全唐詩》、《全唐文》中所保存者。  
 
除詩詞外，溫庭筠還是一位小說作家、學者。據《新唐書·藝文志》，溫庭筠撰有

小說《乾巽子》3 卷、《採茶錄》1 卷，編纂類書《學海》10 卷。可惜全部亡佚，

現在無從探知其詳。尤其是《學海》10 卷的亡佚，實在是我國學術史上的一大

損失。如果《學海》能保存下來，必然會對學術研究和輯佚等工作大有貢獻。  
 
作為晚唐著名詩人、我國詞史上的重要人物，溫庭筠詩文集的亡佚，是十分令人

痛惜的，實在是古典文學寶庫中的一大損失。不但詩文集亡佚，連有關溫庭筠的

重要史料也亡佚了，以至現在難以考知溫庭筠的詳細情況，《唐才子傳》所載溫

庭筠傳，也時序顛倒，舛錯支離。雖經有關專家的研究，也只能知其大概。雖則

如此，溫庭筠還是在文學史上大放光輝，名垂千古。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云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 
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貼繡（一作著綺）羅襦，雙雙金鷓鴣。 
 
菩薩蠻 
水精簾裏頗黎枕，暖香惹夢鴛鴦錦。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一作日）天。 
藕絲秋色淺，人勝參差剪。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 
 
菩薩蠻 
蕊黃無限當山額，宿妝隱笑紗窗隔。相見牡丹時，暫來還別離。 
翠釵金作股，釵上蝶雙舞。心事竟誰知？月明花滿枝。 
 
菩薩蠻 
翠翹金縷雙鸂鵣，水紋細起春池碧。池上海棠梨，雨晴紅滿枝。 
繡衫遮笑靨，煙草粘飛蝶。青瑣對芳菲，玉關音信稀。 
 
菩薩蠻 
杏花含露團香雪，綠楊陌上多離別。燈在月朧明，覺來聞曉鶯。 
玉鉤褰翠幕，妝淺舊眉薄。春夢正關情，鏡中蟬鬢輕。 
 
菩薩蠻 
玉樓明月長相憶，柳絲嫋娜春無力。門外草萋萋，送君聞馬嘶。 
畫羅金翡翠，香燭銷成淚。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 
 
菩薩蠻 
鳳凰相對盤金縷，牡丹一夜經微雨。明鏡照新妝，鬢輕雙臉長。 
畫樓相望久，欄外垂絲柳。音信不歸來，社前雙燕回。 
 
菩薩蠻 
牡丹花謝鶯聲歇，綠楊滿院中庭月。相憶夢難成，背窗燈半明。 
翠鈿金壓臉，寂寞香閨掩。人遠淚闌幹，燕飛春又殘。 
 
菩薩蠻 
滿宮明月梨花白，故人萬里關山隔。金雁一雙飛，淚痕沾繡衣。 
小園芳草綠，家住越溪曲。楊柳色依依，燕（一作雁）歸君不歸。 
 
菩薩蠻 



寶函鈿雀金鸂鵣，沉香閣（一作關）上吳山碧。楊柳又如絲，驛橋春雨時。 
畫樓音信斷，芳草江南岸。鸞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 
 
菩薩蠻 
南園滿地堆輕絮，愁聞一霎清明雨。雨後卻斜陽，杏花零落香。 
無言勻睡臉，枕上屏山掩。時節欲黃昏，無聊獨倚門。 
 
菩薩蠻 
夜來皓月才當午，重簾悄悄無人語。深處麝煙長，臥時留薄妝。 
當年還自惜，往事那堪憶。花露（一作落）月明殘，錦衾知曉寒。 
 
菩薩蠻 
雨晴夜台玲瓏日（一作月），萬枝香嫋紅絲拂。閑夢憶金堂，滿庭萱草長。 
繡簾垂籙簌（此二字以罕字頭換竹字頭），眉黛遠山綠。春水渡溪橋，憑欄魂欲

消。 
 
菩薩蠻 
竹風輕動庭除冷，珠簾月上玲瓏影。山枕隱濃妝，綠檀金鳳凰。 
兩蛾愁黛淺，故國吳宮遠。春恨正關情，畫樓殘點聲。 
 
更漏子 
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迢遞。驚寒雁，起城烏，畫屏金遮鴣。 
香霧薄，透簾（一作重）幕，惆悵謝家池閣。紅燭背，繡簾垂，夢長君不知。 
 
更漏子 
星斗稀，鐘鼓歇，簾外曉鶯殘月。蘭露重，柳風斜，滿庭堆落花。 
虛閣上，倚欄望，還似去年惆悵。春欲暮，思無窮，舊歡如夢中。 
 
更漏子 
金雀釵，紅粉面，花裏暫時相見。知我意，感君憐，此情須問天。 
香作穗，蠟成淚，還似兩人心意。山枕膩，錦衾寒，覺來更漏殘。 
 
更漏子 
相見稀，相憶久，眉淺淡煙如柳。垂翠幕，結同心，侍（原作待）郎熏繡衾。 
城上月，白如雪，蟬鬢美人愁絕。宮樹暗，鵲橋橫，玉簽初報明。 
 
更漏子 
背江樓，臨海月，城上角聲嗚咽。堤柳動，島煙昏，兩行征雁分。 



京口路，歸帆渡，正是芳菲欲度。銀燭盡，玉繩低，一聲村落雞。 
 
更漏子 
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云殘，夜長衾枕寒。 
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歸國遙 
香玉，翠鳳寶釵垂籙簌（此二字以罕字頭換竹字頭）。鈿筐交勝金粟，越羅春水

綠。 
畫堂照簾殘燭，夢餘更漏促。謝娘無限心曲，曉屏山斷續。 
 
歸國遙 
雙臉，小鳳戰篦金颭豔。舞衣無力風斂，藕絲秋色染。 
錦帳繡帷斜掩，露珠清曉簟。粉心黃蕊花靨，黛眉山兩點。 
 
酒泉子 
花映柳條，閑向綠萍池上。憑欄杆，窺細浪，兩蕭蕭。 
近來音信兩疏索，洞房空寂寞。掩銀屏，垂翠箔（一作幕），度春宵。 
 
酒泉子 
日映紗窗，金鴨小屏山碧。故鄉春，煙靄隔，背蘭釭。 
宿妝惆悵倚高閣，千里云影薄。草初齊，花又落，燕雙雙。 
 
酒泉子 
楚女不歸，樓枕小河春水。月孤明，風又起，杏花稀。 
玉釵斜簪云鬟重，裙上金縷鳳。八行書，千里夢，雁南飛。 
 
酒泉子 
羅帶惹香，猶系別時紅豆。淚痕新，金縷舊，斷離腸。 
一雙嬌燕語雕梁，還是去年時節。綠陰濃，芳草歇，柳花狂。 
 
定西番 
漢使昔年離別，攀弱柳，折寒梅，上高臺。 
千里玉關春雪，雁來人不來。羌笛一聲愁絕，月徘徊。 
 
定西番 
海燕欲飛調羽，萱草綠，杏花紅，隔簾櫳。 
雙鬢翠霞金縷，一枝春豔濃。樓上月明三五，瑣窗中。 



 
定西番 
細雨曉鶯春晚，人似玉，柳如眉，正相思。 
羅幕翠簾初卷，鏡中花一枝。腸斷寒門消息，雁來稀。 
 
楊柳枝 
宜春苑外最長條，閑嫋春風伴舞腰。正是玉人腸絕（一作斷）處，一渠春水赤闌

橋。 
 
楊柳枝 
南內牆東禦路帝，須知春色柳絲黃。杏花未肯無情思，何事行人最斷腸？ 
 
楊柳枝 
蘇小門前柳萬條，毿毿金線拂平橋。黃鶯不語東風起，深閉朱門伴舞腰。 
 
楊柳枝 
金縷毿毿碧瓦溝，六宮眉黛惹香愁。晚來更帶龍池雨，半拂欄杆半入樓。 
 
楊柳枝 
館娃宮外鄴城西，遠映征帆近拂堤。系得王孫歸意切，不關（一作同）芳草綠萋

萋。 
 
楊柳枝 
兩兩黃鸝色似色，嫋枝啼露動芳音。春來幸自長如線，可惜牽纏蕩子心。 
 
楊柳枝 
禦柳如絲映九重，鳳凰窗映繡芙蓉。景陽樓畔千條路，一面新妝待曉風。 
 
楊柳枝 
織錦機邊鶯語頻，停梭垂淚憶征人。塞門三月猶蕭索，縱有垂楊未覺春。 
 
南歌子 
手裏金鸚鵡，胸前繡鳳凰。偷眼暗形相。不如從嫁與，作鴛鴦。 
 
南歌子 
似帶如絲柳，團酥握雪花。簾卷玉鉤斜。九衢塵欲暮，逐香車。 
 
南歌子 



鬢垂低梳髻，連娟細掃眉。終日兩相思。為君憔悴盡，百花時。 
 
南歌子 
臉上金霞細，眉間翠鈿深。倚枕覆鴛衾。隔簾鶯百囀，感君心。 
 
南歌子 
撲蕊添黃子，呵花滿翠鬟。鴛枕映屏山。月明三五夜，對芳顏。 
 
南歌子 
轉盼如波眼，娉婷似柳腰。花裏暗相招，憶君腸欲斷，恨春宵。 
 
南歌子 
懶拂鴛鴦枕，休縫翡翠裙。羅帳罷爐熏。近來心更切，為思君。 
 
河瀆神 
河上望叢祠，廟前春雨來時。楚山無限鳥飛遲，蘭棹空傷別離。 
何處杜鵑啼不歇，豔紅開盡如血。蟬鬢美人愁絕。百花芳草佳節。 
 
河瀆神 
孤廟對寒潮，西陵風雨蕭蕭。謝娘惆悵倚蘭橈，淚流玉箸千條。 
暮天愁聽思歸樂，早梅香滿山郭。回首兩情蕭索，離魂何處飄泊？ 
 
河瀆神 
銅鼓賽神來，滿庭幡蓋徘徊。水村江浦過風雷，楚山如畫煙開。 
離別櫓聲空蕭索，玉容惆悵妝薄。青麥燕飛落落，捲簾愁對珠閣。 
 
女冠子 
含嬌含笑，宿翠殘紅窈窕。鬢如蟬。寒玉簪秋水，輕紗卷碧煙。 
雪胸鸞鏡裏，琪樹鳳樓前。寄語青娥伴，早求仙。 
 
女冠子 
霞帔云發，鈿鏡仙容似雪。畫愁眉。遮語回輕扇，含羞下繡帷。 
玉樓相望久，花洞恨來遲。早晚乘鸞去，莫相遺。 
 
玉蝴蝶 
秋風淒切傷離，行客未歸時。寒外草先衰，江南雁到遲。 
芙蓉凋嫩臉，楊柳墮新眉。搖落使人悲，腸斷誰得知？ 
 



清平樂 
上陽春晚，宮女愁蛾淺。新歲清平思同輦，怎奈長安路遠。 
鳳帳鴛被徒熏，寂寞花鎖千門。競把黃金買賦，為妾將上明君。 
 
清平樂 
洛陽愁絕，楊柳花飄雪。終日行人恣（一作爭）攀折，橋下水流嗚咽。 
上馬爭勸離觴，南浦鶯聲斷腸。愁殺平原年少，回首揮淚千行。 
 
遐方怨 
憑繡檻，解羅帷。未得君書，腸斷（一作斷腸），瀟湘春雁飛。不知征馬幾時歸？

海棠花謝也，雨霏霏。 
 
遐方怨 
花半坼，雨初晴。未卷珠簾，夢殘，惆悵聞曉鶯。宿妝眉淺粉山橫。約鬟鸞鏡裏，

繡羅輕。 
 
訴衷情 
鶯語花舞春晝午，雨霏微。金帶枕，宮錦。鳳凰帷。柳弱蝶交飛，依依。遼陽音

信稀，夢中歸。 
 
思帝鄉 
花花，滿枝紅似霞。羅袖畫簾腸斷，卓香車。回面共人閑語，戰篦金鳳斜。惟有

阮郎春盡，不歸家。 
 
夢江南 
千萬恨，恨極在天涯。山月不知心裏事，水風空落眼前花。搖曳碧云斜。 
 
夢江南 
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 
 
河傳 
江畔，相喚。曉妝鮮，仙景個女採蓮。請君莫向那岸邊。少年，好花新滿船。 
紅袖搖曳逐風暖（一作軟），垂玉腕，腸向柳絲斷。浦南歸，浦北歸。莫知，晚

來人已稀。 
 
河傳 
湖上，閑望。雨蕭蕭，煙浦花橋路遙。謝娘翠蛾愁不消，終朝，夢魂迷晚潮。 
蕩子天涯歸棹遠，春已晚，鶯語空腸斷。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聞郎馬嘶。 



 
河傳 
同伴，相喚。杏花稀，夢裏每愁依違。仙客一去燕已飛。不歸，淚痕空滿衣。 
天際云鳥引晴（一作情）遠，春已晚，煙靄渡南苑。雪梅香，柳帶長。小娘，轉

令人意傷。 
 
番女怨 
萬枝香雪開已遍，細雨雙燕。鈿蟬箏，金雀扇，畫梁相見。雁門消息不歸來，又

飛回。 
 
番女怨 
磧南沙上驚雁起，飛雪千里。玉連環，金鏃箭，年年征戰。畫樓離恨錦屏空，杏

花紅。 
 
荷葉杯 
一點露珠凝冷，波影。滿池塘。綠莖紅豔兩相亂，腸斷。水風涼。 
 
荷葉杯 
鏡水夜來秋水，如雪。採蓮時。小娘紅粉對寒浪，惆悵。正思惟（原作想）。 
 
荷葉杯 
楚女欲歸南浦，朝雨。濕愁紅。小船搖漾入花裏，波起。隔西風。 
 
[存疑詞] 
 
菩薩蠻 
玉纖彈處真珠落，流多暗濕鉛華薄。春露浥朝華，秋波浸晚霞。 
風流心上物，本為風流出。看取薄情人，羅衣無此痕。 
按：此首見《尊前集》。原注：一作袁國傳。 
 
木蘭花 
家臨長信往來道，浮燕雙雙拂（一作掠）煙草。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曉春雞

早。 
籠中嬌鳥暖猶睡，簾外落花閑不掃。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容（一作紅）顏鏡中

老。 
按：此首見《溫飛卿詩集》卷三，題作《春曉曲》。 
 
楊柳枝 



一尺深紅蒙（一作勝）麹塵，天生舊物不如新。合歡桃核終堪恨，裏許元來別有

人。 
 
楊柳枝 
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棋。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按：以上二首見《溫飛卿集外詩》卷九，題作《新添聲楊柳枝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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