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与审美

江苏社会科学 2016/1· ·

唐诗是无比丰富的艺术宝藏。大学者陈寅恪仅仅通过对元稹、白居易诗歌的研究，就探索、考证

了唐代历史、典章、制度、礼仪，写出了《元白诗笺证稿》，为唐史研究者所必读。唐代以来对唐诗的研

究，篇目以万计。但有一个领域，尚未引起唐诗研究者的足够重视，那就是描写妇女的唐诗。单篇品

评某首描写唐代妇女诗歌者有之，但从整体上研究描写唐代妇女诗歌的论文和著作却极其罕见，我只

看到过俞世芬的《唐诗与女性的研究》一部专著[1]。其实，据我多年来对唐诗的阅读，描写妇女的唐诗，

乃是唐代妇女生活百科全书式的艺术呈现。它们是唐代妇女日常生活的写照；是对唐代妇女坚贞爱

情的礼赞；是对唐代妇女备遭苦难的揭示；是唐代妇女愿望、追求的大胆表现；当然，也有对极少数处

于统治高层的妇女们奢糜生活的批判。爰作此文，分别论述之。

一

写妇女的唐诗，首先是对妇女日常生活的艺术写照。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新婚第一夜后，第二天一早新娘要向舅姑礼拜。诗人朱庆余有首诗《闺意

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2]朱庆余写作此

诗，自比新娘，把水部郞中张籍比作新郎，把舅姑比作主考官，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够被主考官看中，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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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俞世芬：《唐诗与女性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朱庆余：《闺意献张水部》，〔清〕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文内所引唐诗皆出

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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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霍

该诗却把当时女子新婚后与夫婿的恩爱情景和心理状态，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唐时还有这样的

习俗：新娘子结婚三天后，得下厨房为婆婆做羹汤。王建写了这么一首诗：“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

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这首诗，明白如话，但“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却成了千古名句，把

新嫁娘的慧心和算计刻画得跃然纸上。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郞江上唱（一作

“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一作“却”）有晴。”富有生活气息地写出了唐代女子与江上

歌郎之间的情意（“晴”、“情”同音）。唐代男女之间，可以自由交谈。有位女子初次和陌生男子相识，

就向对方提问：“君家住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崔颢：《长干曲》）女子先问男

子，可见她心中对男子已有好感。如此开放，即使在今天也很罕见。张潮的《采莲词》，则表现了采莲

女子“并着莲舟不畏风”的勇敢。“朝出沙头日正红，晚来云起半江中。赖逢邻女曾相识，并着莲舟不畏

风。”唐代女子善歌舞，称得上是一绝。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就写出了公孙大娘及

其弟子舞剑器的艺术场景：“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 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公孙大娘弟子的舞剑器也舞

得很出色：“晚有弟子传芬芳。临颖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这首诗描写了公孙大娘及其弟子

的高超美妙的舞蹈艺术，写出了唐代女子的热情奔放。据杜甫说：“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尝

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剑器”，是当时的一种健舞

（与健舞相对的则为软舞），舞者手持双剑。公孙大娘的舞蹈，激发了张旭草书艺术的灵感，可见其感

人之深。即使是服役在深宫内的宫女（称“内人”），也敢于表达她对世俗正常生活的向望：“禁门宫树

月痕过，媚娘惟看宿燕巢。斜拔玉钏灯影畔，剔开红焰救飞蛾。”（张祜：《咏内人》）这些描写唐代妇女

日常生活的诗歌，虽然已时隔数百年，仍然撼动了读者的心弦，因为它们都是唐代妇女日常生活的艺

术写照，从中可见唐代妇女的身影和心声。

二

有唐一代，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少数民族妇女较少受到礼法的束缚，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比

较高。受其影响，唐代妇女思想开放，寡妇可以自由改嫁；已嫁女子也可以主动与男子离异。武则天

一度废“唐”为“周”，自立皇帝，当时的臣民居然对她很服帖，原因之一，是因为武则天称皇之前，唐代

妇女的地位已很高，而在武则天称皇帝后，唐代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虽然后来武

则天年老体衰，唐王朝复辟，但唐代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仍然高于后来的两宋及元、明、清。然而，

在这样妇女地位较高，思想又比较开放的社会里，女子对爱情的执着、坚贞却比以往妇女更加强烈。

诗人们注意到了这一爱情现象，全力予以礼赞。李白的《长干行》写一位少妇从小和郎青梅竹马一直

到“十六君远行”别离后的感情经历：“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

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顔未尝开。……（下略）”“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

此伤妾心，坐愁红顔老。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叙事中有抒情，抒情中

有叙事，缠绵曲折，情爱深长。皇甫松的《采莲子》：“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无端隔水抛

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把一位采莲少女对“年少”情郎的爱心和大胆的抛莲行动，刻画得细致入微。

刘禹锡在《竹枝词》里更表现了一位痴心女子对薄情郎的似“水流无限”的忧愁：“山桃红花满上头，蜀

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以头上的“山桃红花”譬喻“郎意”的“易衰”；又以

“拍山流”的“蜀江春水”譬喻她自己“水流无限”的忧愁，写得动人肺腑。白居易在《浪淘沙词》中则表

现了一位女子“相思始觉海非深”的坚贞爱情：“借问江潮与海水，何似君情与妾心？相恨不如潮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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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思始觉海非深！”特别令人叫绝的是金昌绪的《春怨》一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

不得到辽西。”这位妇女，丈夫在辽西戍边，她想在梦中到辽西与丈夫叙会，却被枝上的黄莺儿的啼声

叫醒了，致使她不能在梦中和辽西的丈夫相会，因此她“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此情此景，是多么

地真实！“春怨”女主角心中的爱情又是多么地深沉！金昌绪这首诗，不仅进入了《全唐诗》，而且也被

选入蘅塘退士编的《唐诗三百首》，可谓一诗而不朽矣！这些诗歌，对唐代妇女坚贞爱情的礼赞，读后

刻骨铭心。

唐代女诗人较多，如鱼玄机、杜秋娘等人，但她们大多红顔薄命，爱情生活并不如意，所以她们写

男女爱情的诗歌几近于无。倒是有一些“无名氏”的民间诗歌，写出了人间美好的爱情。如“湘驿女

子”的《题玉泉溪》：“红树醉秋色，碧溪弹夜弦。佳期不可再，风雨渺如年！”诗评家李元洛谓“这是一首

情境凄迷甚至凄美的好诗”，“后二句抒发佳期不再而风雨中度日如年的悲怀。它是叹息昔日的好时

光一去不返？是叹息有情人两地分离难续旧缘？诗的悲剧内蕴若明若暗，若隐若现，可以意会，难以

言传，此之谓朦胧之美。”[1]此外，无名氏的《君生我未生》：“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

恨君生早。”寥寥二十字却写出了一个女子和一位男子之间“忘年之恋”的深厚感情。

上述这些诗歌，对唐代女子坚贞爱情的礼赞情深意切。直到今天，它们仍然口口相传，成为人们

必读的唐诗。

三

唐代社会虽然开放，但它毕竟是封建社会。而在封建社会里，妇女生活在最底层，她们遭受的苦

难最多，肉体和心灵上的创伤也最深。直面现实的唐代诗人敏锐地感觉、感受到了这一点。在他们的

诗作里，妇女的痛苦是他们着力描写的一个重要方面。

李白是“诗仙”，他的诗歌大多是反映上层人士生活的作品。但当他接触到下层劳动人民时，他的

同情便在劳动人民这一边。《宿五松山荀媪家》一诗，他就写出了“田家秋作苦，邻女夜春寒”的诗句。

当“邻女”“跪进雕胡（菰米）饭”时，他“三谢不能餐”。杜甫是“诗圣”，以诗为史，更满腔热情地记叙了

劳动人民的苦难。他在《石壕吏》中记录了老妇的诉苦：“听妇前置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

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

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老翁在“有吏夜捉人”时“逾墙走”了，老妇只好顶替他，

“急应河阳役”。“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这是写的老妇的苦。在《新婚别》里，杜甫又写了新婚女子

的苦。刚结婚不久，丈夫即被征兵去了河阳。“结发为妻子，席不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

她叹息：“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但她表示不离不弃：“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杜甫还在《负薪

行》中写了唐代“剩女”之苦：“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出，一生抱恨长咨

嗟。”为了生存，她只好砍柴，“十有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处女除负薪外，还得负盐出售：“筯

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那么，是不是此地女子长得丑才成为“剩女”？不是。正是此地附近

有昭君村，是美人王昭君出生的地方：“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她之所以成为“剩女”，只

因为遭逢兵乱，男丁减少，她才嫁不出去啊。杜甫简直是和那位老处女同声恸哭。元结也是一位现实

主义诗人，他在《贫妇词》中做了贫妇的代言人：“谁知苦贫夫，家有愁怨妻。请君听其词，能不为酸

悽。所怜抱中儿，不如山下麑。”贫妇处绝无出路之境，只好幻想有机会向太守泣诉：“何时见府主，引

[1]李元洛：《新编今谈〈唐诗三百首〉》，〔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311-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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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向之啼。”在男人都被征兵外出的情况下，只好女子耕田。戴叔伦在《女耕田行》里便如实描绘了“乳

燕入巢笋成竹，谁家二女种新谷。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的悲惨情景。姐妹俩“头巾掩面

畏人识，以刀代牛谁与同。姊妹相携心正苦，不见路人唯见土”。这首《女耕田行》典型地表现了战乱

中的唐代妇女之苦。孟郊的《织妇辞》则表现了官府对农民的苛重征输：“夫是田中郞，妾是田中女。”

“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机。如何织纨素，自着蓝缕衣。”即使她如此辛苦，官家仍然张贴告示，命令农

家多种桑树：“官家牓村路，更索栽桑树”，以便养蚕更多，产丝更多，织出更多的纨素。元稹的《织妇

词》，道出了织妇之苦：“缫丝织帛犹努力，变缉撩机苦难织，东家头白双女儿，为嫁挑纹嫁不得。”元稹

的《田家词》也写到了“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的痛苦场面。皮日休的《橡媪叹》则揭露了

农家妇女因生产的粗米被官府征纳一空，只好拾橡子为食：“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冈。伛偻黄发媪，

拾之践晨霜。”“几曝复几蒸，用作三冬粮。”皮日休写完这首《橡媪叹》时，“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

唐代征兵多，兵士死在战场，因此寡妇也多。杜荀鹤写了《山中寡妇》一诗，直接控诉了官府无尽止的

征徭：“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煑，旋

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真是征徭猛于虎啊！

如果说，以上唐诗揭露的是劳动妇女的苦难遭际，那么，非劳动人民的妇女也有她们的特有之

苦。杜甫在《佳人》一诗里就写了一位被丈夫遗弃了的“良家子”之苦：“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

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

旧人哭？”尽管她是绝代佳人，是“良家子”，但被丈夫遗弃后，却只能是“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的悲

剧命运。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商人妇，是另一种悲剧人生。她“本是京城女”，自幼学得一手好琵

琶，“名属教坊第一部”。她曾经走红过，“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但是，年龄不饶人，“暮

去朝来顔色故”，因此“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而“商人重利轻别离”，她只好“去来江口

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若不是她偶然遇见白居易，为她写了

《琵琶行》，有谁知道她心上的创伤呢！此外，白居易的《上阳人》揭示了宫内上阳白发人的“怨旷”之

苦：“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入宫时十六岁，如今成

了白发人，她的一辈子就在宫中消磨过去了。

总之，唐代妇女的生计苦、心灵苦，生活难、处世难，种种苦难，在诗人的诗歌中都被一一呈现出

来了。

四

唐代妇女尽管苦难重重，但她们不绝望，有希望；不悲观，有追求；不怨尤，有理想；表现了唐代妇

女的开朗性格。

《洛阳女儿行》里的那个洛阳女儿，她的男人是个花花公子、败家子、“狂夫”，“意气骄奢剧季伦”，

“不惜珊瑚持与人。”但她仍然很淡定，“妆成祗是熏香坐”。因为她想到“谁怜越女顔如玉，贫贱江头自

浣纱”，她觉得应该向“越女”学习，冷对“狂夫”的胡作非为。王昌龄《闺怨》中的女子是一位能够进行

反思的女子。当她在“翠楼”上看到“陌头杨柳色”时，她反思当年教“夫婿觅封侯”是错了：“闺中少妇

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李白的《子夜吴歌》里的那位妇女虽然

深刻怀念玉门关外远戍的丈夫，但她仍然希望早日平定胡虏，良人远征归来：“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

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并没有悲观、绝望。高适的《听张立本女

吟》中的张立本女，该是已婚的妇女。当然她也思念外地的丈夫，但她“清歌一曲月如霜”，情绪还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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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饱满的：“危冠广袖梦宫妆，独步闲庭逐夜凉。自把玉钗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这位女子的情

怀多么高远、高洁。李贺的《大堤曲》更写了一位“家住横塘”的女子，她劝说郎君别去襄阳那边谋事、

做事，因为“绿浦归帆少”。她对郎君说：“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人总是容易衰老的，还是留下来

过好目前相聚的日子吧。言之有情，说之有理，她的郎君应该接受她的建议吧。李益《长干行》中的

“嫁与长干人”的女子，虽然对自己“商人妇”感到无奈，“愁水复愁风”，但她对“行人”的丈夫却还是一

往情深，充满了美好的幻想：丈夫骑着骏马和自己相会：“渺渺暗无边，行人在何处。好乘浮云骢，佳期

兰渚东。鸳鸯绿浦上，翡翠锦屏中。”她对未来是乐观的。刘采春（女）所作的《啰唝曲》，同样是写商人

妇的思想感情，先是“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餐又经年”。后是“朝朝江口望，错认

几人船”。最后写：“那年离别日，只道往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虽然夫婿的行踪飘忽不定，

但夫婿仍健在，仍平安，她还是高兴的，有盼头的。女诗人杜秋娘一生坎坷。十五岁为李锜妾。后李

锜反叛，杜秋娘籍没入宫。后又被罪废削，还归故乡。但杜秋娘一点也不消沉、颓丧，她写了一首传诵

至今的《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反而劝别

人“惜取少年时”，尽早折取盛开的花朵，“莫待无花空折枝”。即使是备受苦难的劳动妇女，《新婚别》

中的那位新婚女子，丈夫被征兵去了河阳后，她还是寄希望于未来：“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

通过这些诗歌，诗人们表达了唐代妇女的希望、理想和追求，赢得了后代人对唐代妇女的永远

钦佩。

五

在唐代，也有极少数妇女，她们或出身于统治阶级，或出身于劳动阶层，因缘时会，跻身于统治阶

级高层。此后，她们穷奢极欲，糜烂腐化，为非作歹，利己害民，成了民众痛恨的对象。过去，有所谓

“红顔祸水”论，把国家败亡的责任，一概推在她们的身上，是错误的。但是，说她们一点责任也没有，

全怪昏君、暴君、骄君，也不客观。唐诗中有一些唐诗，则公开、公正地对她们谴责；同时又明确昭示，

宠爱、放纵她们的君王才是罪魁祸首。这些唐诗的思想和艺术都很高，其中可以杜甫的《丽人行》、白

居易的《长恨歌》、元稹的《连昌宫词》为代表。

杜甫的《丽人行》描写三月三日上巳日，丽人们游春的情况。她们“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

麒麟。头上何所有？翠为 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一身锦锈，穿金戴银，服饰华

丽，体态妖娆。其中，杨贵妃的姐姐们，被唐玄宗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就中云幕椒房

亲，赐名大国虢与秦”，尤其威风、排场，“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鳞。犀著厌饫久未下，鸾刀缕

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遂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沓实要津。”可见杨氏姐妹

是多么地骄纵放荡，宾从对她们是多么地奉承，而这一切，都是唐玄宗对她们的宠爱造成的。这些丽

人们的后台，是杨贵妃的弟兄杨国忠：“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

去衔红巾。灸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诗人告诫人们，请大家注意千万不要“近前”，走近这

些贵妇们，否则杨国忠要大发脾气，处理你们的。杨国忠于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十一月任右丞相，

《丽人行》写于次年春天。也就是说，当杨国忠还在丞相（相当于总理）任上气焰熏天的时候，杜甫就公

开点了杨国忠及虢国夫人、秦国夫人的名，这在当时，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丽人行》对杨国忠及“国”

夫人的揭露和鞭挞是深刻而有力的。

然而，杜甫毕竟没有公开点皇帝的名。白居易的《长恨歌》写在“安史之乱”以后，唐玄宗已死，他

便在诗歌的一开始，就不指名地点了唐玄宗：“汉皇思色重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汉皇”即是唐玄

勹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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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接着，杨贵妃出场了：“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杨贵妃被选入宫 ，她是身不由己的，对此她不负责任。但她入宫以后，不是像唐太宗的皇后那样帮助

唐太宗做于国于民有利的好事，而是“云鬓花顔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霄。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

不早朝。”自然，“君王不早朝”，由唐玄宗负主要责任，但杨贵妃恃宠撒娇也有一定责任：“承欢侍宴无

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可是，乐极生悲，“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

《霓裳羽衣曲》。”恶有恶报了。御林军不肯向前，要求唐玄宗处死杨贵妃：“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

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杨贵妃终于被缢身

亡。当然，在《长恨歌》里，诗人对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恩爱也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叙写了唐玄宗对

杨贵妃的悼念以及唐玄宗重返长安以后对杨贵妃的怀念，表现了白居易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对唐玄宗

晚年的荒淫无道、杨贵妃的恃宠放荡进行了严厉谴责；另一方面对他俩之间的情爱又表示了一定的理

解和宽容。这是因为唐玄宗在前期开元年间确实有为，是个“好皇帝”；但在后期接纳了杨贵妃，又自

乱朝政，造成天宝之乱，所以白居易对唐、杨之爱采取了两重性的态度。

元稹的《连昌宫词》，被称为《长恨歌》的姐妹篇，也是杰作。连昌宫是皇帝往返于长安、洛阳之间

的行宫，在《连昌宫词》中，元稹借“宫边老人”之口揭露了皇帝和“太真”（杨贵妃）等人的腐朽生活：“上

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阑干立。楼上楼前尽珠翠，炫转荧煌照天地。”“春娇满眼睡红绡，掠削云鬟旋

装朿，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笛。”“平明大驾发行宫 ，万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队仗避歧途，杨氏

诸姨车头风。”对“太真”和“杨氏诸姨”的腐败和耍威风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元稹对天宝之乱的原因

作了分析，明确表示：唐玄宗应负主要罪责，但杨贵妃也要担当一定罪责：“开元之末姚（崇）宋（璟）死，

朝廷渐渐由妃子。”姚、宋死后 ，唐玄宗“渐渐由妃子”，听从妃子（杨贵妃）的旨意了。“禄山宫里养作儿，

虢国门前闹如市。”杨贵妃把安禄山收为干儿子，纵容安禄山跋扈嚣张，虢国夫人门前车如流水马如

龙，热闹得像市场一样。“弄朝宰相不记名，依稀记得杨（国忠）与李（林甫）。”专权的两位宰相，一个是

杨国忠，杨贵妃的弟兄，一个是唐玄宗的宠臣李林甫。如此朝廷高层，天下怎么会不产生“安史之乱”

呢？元稹和白居易，友谊深厚，被称为“元、白”，他俩对杨贵妃的责备和批判，也是一致的。

至此，我们可以作一总结：唐诗中的妇女，乃是诗人们对唐代妇女的百科全书式的艺术呈现。今

后，谁要研究唐代妇女，研究唐代妇女的生活、感情、思想、愿望，就得认真阅读那些表现唐代妇女的诗

歌。拙文不过是抛砖引玉，希望今后能出现通过唐诗研究唐代妇女的宏篇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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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esence of Women in Poetry in the Tang Dynasty
Chen Liao

Abstract: The Tang poems describing women artistically present those women’s life in the Tang Dynas⁃
ty. Some of these Tang poems portray those women’s daily life; some salute their faithful love; some disclose
their sufferings; some express women’s wishes and pursuits freely, and some criticize the extravagant life of
the ruling-class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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