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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知音莫比，真賞誰如 

讀葛曉音先生《山水有清音—古代山

水田園詩鑑要》

李鵬飛

從中國古典詩學史來看，古代的詩人與詩論家其實是

十分重視詩歌藝術鑑賞的，從南北朝以來，歷代詩話中都

包含着大量對詩歌的評析，雖然只是吉光片羽的、印象式

的點評，但古人對此心照不宣，也自可一目瞭然，然而對於

已經完全脫離了古代詩歌語境的現當代讀者而言，就未免

覺得如霧裡看花、水中望月，頗有些不得要領了。

進入現代以來，受到傳統治學方法與西方學術觀念雙

重影響的一代學人，如黃節、俞平伯、顧隨、龍榆生、林

庚、錢鍾書、傅庚生、葉嘉瑩等人，也同樣很重視古代詩

歌的藝術鑑賞。這一代人仍然具備古詩文的創作能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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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將創作、研究與藝術鑑賞相結合，突破了傳統鑑賞學的

印象式評點模式，對古典詩歌的藝術特色與創作原理進行

了頗為細緻深入的分析，各自撰寫出了具有典範性的詩歌

鑑賞類著作，甚至還提煉出了一些重要的詩學理論命題，

從而從感性妙悟上升到理性認知的層次，極大地深化了我

們對於古典詩歌藝術特質與藝術規律的認識。

然而，曾幾何時，由於對創建文學史知識體系的熱情

與追求漸漸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界的主流，文學的藝術鑑賞

也隨之邊緣化，甚至遭到不少學者的輕視。雖然因為出版

界的推動，也曾經湧現過幾陣古典詩歌「鑑賞熱」，但真正

有妙悟、有深度的詩歌鑑賞卻漸如空谷足音，難遘難逢，

令人頗有「知音者希，真賞殆絕」的感慨與擔憂了。

但是，曉音先生的這本《山水有清音—古代山水田園

詩鑑要》，編集她多年來所撰寫的一些古代詩歌鑑賞之文，

卻成為詩歌鑑賞領域足以踵武前賢，且能拓出新境的一份

美麗而厚重的成果。

從 20世紀 60年代，曉音先生進入北大中文系求學開

始，即追隨林庚先生、陳貽焮先生研治魏晉南北朝隋唐五

代詩歌，迄今已卓然自成一代大家，出版了《漢唐文學的嬗

變》《八代詩史》《山水田園詩派研究》《詩國高潮與盛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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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先秦漢魏六朝詩歌體式研究》《古詩藝術探微》《唐詩宋

詞十五講》等詩歌研究著作，構建起中古詩歌史研究領域獨

具特色的「葛氏體系」，而對於詩歌藝術的鑑賞與藝術經驗

的總結則成為這一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長期的教學、科研與研究生培養中，曉音先生一直

很重視對學生文學感悟力的培養，她認為：對於詩歌研究

者而言，具備敏銳而準確的審美感悟力乃是從事詩歌研究

的基本前提。她不僅一再強調培養詩歌鑑賞力的重要性，

也一直積極進行古典詩歌的鑑賞實踐，《古詩藝術探微》與

《唐詩宋詞十五講》就是以鑑賞為主或帶有濃厚鑑賞色彩的

兩部著作，這次結集出版的山水田園詩鑑賞文集則集中展

示了她對山水、田園這兩類特定題材詩歌的鑑賞成果。在

經過她的精心編排之後，我們可以看到這本文集呈現出了

十分嚴謹的體系性：既以具體作品鑑賞的形式展示了從南

北朝到宋代山水田園詩的發展演變史，也通過精闢的理論

概括闡發了山水田園詩的藝術成就與審美特質，更進一步

對中國古典詩歌的鑑賞方法進行了理論總結。因此，我特

別建議讀者注意作為本書「附錄」的兩篇葛曉音先生的講

稿—《澄懷觀道　靜照忘求—中國山水詩的審美觀照方

式》與《中國古典詩詞的閱讀和欣賞》，也特別注意每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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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面的那一段引言—這些內容都是對山水田園詩藝術演

變史與美學規律的極為精要的總結，也是引導我們更深入

地理解本書全部內容的綱領。

而在細細通讀全書之後，更能感受到曉音先生的詩歌

藝術鑑賞在繼承古代詩論家與前輩學者的優秀鑑賞傳統之

後所形成的自己的個人特色：她繼承了林庚先生將感性與

理性相結合、將宏觀文學史認知與微觀藝術分析相結合的

有益經驗，並加以發揚光大，拓展深入，把精妙的藝術感

悟、精深全面的詩歌史研究與她自己所開拓的精密的詩歌

體式研究緊密結合，而施之於對每一首具體詩歌作品的藝

術分析，再用精煉優美的語言將她的藝術感悟表達出來，

從而形成了一種與眾不同的、特別精美雋永的鑑賞文體。

可以說，通過對每一首詩歌的精妙鑑賞，曉音先生既揭

示出詩歌的詩境之美，也着力去闡釋這美感之所以形成的

原因：前者訴諸精準敏銳的藝術感悟，並以優美精確的語

言傳達出來，從而讓詩歌之美得以被感性地呈現，其美感

不但沒有被破壞，反而得以更鮮明地呈現出來；後者則訴

諸學識與理性，從詩歌史層面，分析詩歌的形象與形式的

構成原理與歷史特徵，更揭示其深層的美學意蘊，讓我們

從山水、田園詩這兩類特殊的詩歌之美中感受到古代文人



推薦序

  v

回歸自然、與造化冥合的精神旨趣，更感受到他們對人生

最高的美感與精神自由的不懈探索與追求。

大多數古典詩的愛好者都會有一個強烈的印象：在中

國古代詩歌的各種類型中，山水田園詩尤其具有一種特殊

的美，能夠創造出特別優美的意境。著名美學家宗白華先

生曾經寫過一篇經典性的論文—《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

指出藝術意境包含從直觀感相的模寫，活躍生命的傳達，

到最高靈境的啟示這三個不同的層次。靜穆的觀照和飛躍

的生命構成藝術的兩極，也是構成禪的心靈狀態。中國藝

術意境的創成，既須得屈原的纏綿悱惻，又須得莊子的超

曠空靈。所謂能得其環中，又要能超以象外。宗先生的話

說得頗為高妙而又虛玄，也有些令人揣摩不透其中之深意。

曉音先生則從山水田園詩的審美觀照方式及其哲學背

景入手，對意境的形成原理及其美學特徵做了更透徹、更

明晰、也更為實在的闡發。她指出，澄懷觀道，靜照忘求，

乃是中國山水詩獨特的審美觀照方式。所謂「澄懷」，是說

詩人要讓自己的情懷、意念變得非常清澄，沒有一絲一毫

的雜念，在這樣的狀態下才能體會山水中蘊藏的自然之道。

所謂「觀道」，指觀察自然存在和變化的規律。「靜照忘求」

則是指在深沉靜默的觀照中忘記一切塵世的慾求，這樣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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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達到心靈與萬化冥合的境界。由澄懷觀道而獲得的空明

清澄的意象，幾乎成為早期山水詩的共同特點，而且對南

朝直到盛唐山水詩的審美理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山水詩

在它漫長的發展過程中，與贈別、相思、旅遊、田園等各

種題材結合在一起，內容和藝術有了極大的發展，但其基

本旨趣以及靜照忘求的審美方式一直延續下來，特別是在

唐代詩人的作品中，影響最為明顯。唐人很擅長描寫空靜

的意境，這與靜照和禪的性空相結合有關，而其根本原因

則還在於從東晉時期形成的澄懷觀道、靜照忘求的審美觀

照方式，要求詩人在觀照萬物時具有清明、虛靜的內心境

界，使空間萬象在心靈的鏡子中變為一片澄明清澈的世界。

這應該是迄今為止筆者所見到的對中國詩歌意境美的

形成機制及其美感特徵最透徹明晰的闡發了，曉音先生將

這一深刻的領悟貫徹在她對謝靈運、陶淵明、孟浩然、王

維、常建、柳宗元、韋應物等最具代表性的詩人詩作的鑑

賞之中，從而對這些作品共同的美學特質與哲理意蘊做出

了十分透闢的闡發。

與此可以相提並論的，則是她對來自《莊子》中的「獨

往」與「虛舟」等理念如何轉化成唐代詩歌意象與意境的獨

具慧眼的發現，這極有助於我們重新領悟一些膾炙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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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名篇的深刻的哲理意蘊與美學內涵。正是通過這些奠

定在精深研究基礎上的藝術鑑賞，我們才無比真切地認識

到：山水田園詩不僅是一類意境優美的詩，更是一類內涵

深刻的詩。

作為一位在詩歌史與詩學史研究領域都有着深厚造詣

的學者，曉音先生對古典詩歌的重大藝術命題與藝術原理

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這些理解也通過她對每一首具體詩

歌的鑑賞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

比如在「田園篇」裡，她通過賞析陶淵明的《移居》指

出：陶詩能以情化理，理入於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筆

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於意象之中，故而能達到從

容自然的至境。

在「隱居篇」裡，賞析王維的《輞川集》這一組名篇時，

她緊緊抓住詩歌如何正確處理虛實關係以獲得更好的表達

效果這一點來展開分析。

在「遊覽篇」裡，分析杜審言的《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

的「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這一聯名句時，透徹地說明

了其句法之創造對後來的五言律詩之影響。

分析孟浩然的《晚泊潯陽望廬山》時指出創造空靈意境

的奧秘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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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王維詩歌的時候特別重視詩歌的色彩與構圖處

理。賞析王維的《終南山》時，則指出王維如何採取鳥瞰的

視點來突破正常視野以表現闊大境界的技巧，從而概括出

諸多盛唐山水詩的共性。

分析常建的「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王維的「江

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和「他鄉絕儔侶，孤客親僮僕」時，

指出詩歌如何表達普遍的人生體驗。

分析韓愈詩歌時，指明他如何從怪異中求新，以及如何

整合怪奇意象來構成新的和諧。同時在分析韓愈詩和蘇軾

詩時，精闢地指明了「以文為詩」的利弊。

在「行旅篇」裡，分析王灣的《次北固山下》、孟浩然的

《晚泊岳陽》、杜甫的《登高》《旅夜書懷》、杜牧的《山行》

等詩的時候，闡明如何從對景物和意境的描寫中自然地生

發出哲理來。

從杜甫的《旅夜書懷》深刻闡明杜甫晚年的孤獨感與精

神境界。

以上所摘錄出來的這些內容，還遠不能涵括曉音先生

通過詩歌鑑賞所表達出來的全部真知灼見，尤其是那些在

細微處見真功夫的對詩歌藝術的妙悟，更是我的概述所無

法容納、也無法呈現的，然而熟悉詩歌史和詩學史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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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看出，眾多詩歌藝術現象與藝術原理的重要命題都已

經在這裡出現了。而且，曉音先生剖析這些命題內涵的方

式跟單純從事文藝理論研究的學者的本質差別在於：她是

從最具體、最感性的藝術分析中闡發她對這些命題的理解

的，因此她不僅讓這些抽象的理論命題變得明晰易懂，也

讓它們變得有血有肉，生動鮮明。更重要的是，有些命題

乃是她從詩歌鑑賞中所獲得的個人獨到的領悟，比如指出

徐俯的《春遊湖》在明媚中帶上荒寒感的寫法才使這首詩得

以推陳出新；指出李白展現出名山大川能將天地之大美與

人文之精華融為一體的特色—均無不令人耳目一新，獲得

深刻的啟示。

從述學文體的角度來看，曉音先生的學術論文向來以

精煉厚重、理性清明而著稱，而《山水田園詩派研究》一書

則又另具清新明麗的風格，應該說，這也是來自她的自覺

追求。曉音先生曾多次指出：鑑賞詩歌的文字本身也應該

是美文，能給人以美的享受。這番話既是針對當下某些質

木無文的鑑賞之文有感而發的，也是她對自己所撰寫的鑑

賞之文的基本要求。而她的每一篇詩歌鑑賞文字無疑都是

一篇優美的散文。在這本文集中，優美清絕的段落可謂紛

至沓來，美不勝收。比如她對孟浩然《夜歸鹿門歌》中「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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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這兩句的分析：

鹿門山在夜霧籠罩下，密林深邃，不見人徑。經

月光照射，才顯出路來。「開煙樹」句畫面鮮明而又

富有神秘感，令人如見深不可測的樹林中煙霧四合，

被月光開出一條路來，忽然就來到了龐德公的棲隱之

處。「開」字是「閉」字的反義詞，既然說「開」，那麼

給人的感覺是這「煙樹」原是封閉無路的；「忽到」一

詞也有不期然而相遇的語感，似乎在月光的引導下忽

然來到了某處人境之外的地方，這「龐公棲隱處」的

深幽和隔絕人世也就可以想見了。

又比如她對柳宗元的名篇《江雪》的分析：

這首詩展示了一個萬籟皆寂、水天一色的純淨

世界，獨釣寒江的漁翁似乎是詩人孤獨高潔的人格寫

照。但是從詩人的審美觀照來看，這個混茫無象的境

界又是映照在詩人澄徹的詩心中的整個大自然，是通

過無聲無色的山水所體現出來的最高的自然之道，這

就又昇華了詩的意境。靜照忘求的傳統和詩人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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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完全融為一體，正是這首小詩給人以無窮聯想的

原因所在。

這些優美的鑑賞文字，令人感到詩意之美如一陣陣清

風和一脈脈清泉從我們的心間流過，沁人心脾，令人心神

寥亮晶瑩，清朗澄澈，這既是詩歌之美，也是詩意的文筆之

美所具備的巨大淨化力量所造成的特有感受。

還有她對《黃鶴樓》《臨洞庭》《西嶽雲台歌送丹丘子》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終南山》《登高》《旅夜書懷》《滁州

西澗》《漁翁》《暗香》等經典名篇的分析，也無不以文字的

優美清絕、分析的體察幽微與燭照毫芒而令人過目難忘，

禁不住要反覆賞玩吟味。

但因為篇幅體例所限，這一類例子在此不能多舉了。

筆者在通讀全書的過程之中，一再強烈地感受到其中內容

的精彩紛呈，令人應接不暇，真猶如翠羽明珠，俯拾即是；

柳綠桃紅，觸處成春。讀完全書，又頗有湖上回首，山間雲

白；湘靈鼓瑟，江上峰青之感。精神受到詩意之美的徹底

澡雪，心靈也受到詩性智慧的無限啟迪。是如此深切地感

受到中國古典詩藝術殿堂的深邃細密與華美莊嚴，也感受

到古典詩歌藝術意境的澄澈清朗與虛靜空靈，還感受到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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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詩人高遠的精神追求與超邁從容的人生態度，更領悟到

跟大自然的生命律動和諧相應的山水田園詩之美對現實人

生的啟示與提升意義。

正如曉音先生所指出的，對山水田園詩的欣賞，可以讓

我們從一個特殊角度了解中國人文精神的特質，對我們今

天提升人的文明素質，改變生存環境也很有意義。

如今，我們正置身於現代化進程突飛猛進的時代，大都

市對山水田園的侵蝕擠壓，對正常人性的異化泯滅，都已

經到了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步，這一切，都需要詩與藝術的

靈光來抵抗，來拯救。

那麼，就讓我們跟隨曉音先生的指引，到村舍田園、林

下泉邊去進行一番淨化心靈的美的散步吧！

2017年 4月於北大蔚秀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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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山水田園是中國古代詩歌重要的題材類型之一。中國千

姿百態的山水奇觀，為歷代文人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的創作源泉。中國長期穩定的農耕社會的生活方式，又使人

和自然形成了天然的聯繫。因此，表現人對大自然活躍生命

的深沉體悟，嚮往回歸自然的淳樸和純真，是山水田園詩的

基本主題。

從南朝到唐代，是中國山水田園詩的高峰期，其審美方

式和精神旨趣都在這一時期形成。尤其是盛唐的山水田園

詩，體現了繁榮、開明的盛世氣象，能喚起人們對祖國山河

的熱愛之情，給人以生活哲理的積極啟示。各種風格和表現

藝術也發展得最為充分。這本小書所選詩歌即以這一時期的

代表作為主，兼及宋代的少數名篇，按照山水田園詩產生的

各類環境和相關主題分為田園、隱居、遊覽、行旅幾類，從

多種角度幫助讀者了解中國古代山水田園詩的高度成就和藝

術價值。



  1

田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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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園生活的描寫早在《詩經》中就已出現，

但直到東晉，在大詩人陶淵明手裡，才成為獨

立的題材。在東晉探索自然的哲學思想影響下，

陶淵明離開虛偽污濁的官場，以躬耕田園的方

式實踐回歸自然的理想，歌頌自食其力的生活

和鄉村的淳樸寧靜，成為中國田園詩的創始人。

雖然以後的詩人極少能夠達到陶淵明的思想高

度，但是把田園視為遠離世俗的桃花源，力求

在鄉村生活中尋找心靈的返璞歸真，始終是田

園詩的基本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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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四首）

歸園田居　其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

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

陶淵明（365—427），字元亮，一說名潛，字淵明。潯陽

柴桑郡（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人。出身東晉仕宦人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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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這一代，家境已經窮困。他早年曾擔任過一些低級官

職，最後在四十一歲時從彭澤令任上棄官歸田。此後一直過

着隱居的生活。劉裕建立宋朝時曾徵他為著作郎，他堅辭不

出。死後被稱為「靖節先生」。陶淵明是我國文學史上最偉

大的詩人之一，他堅決不肯與當時的統治者同流合污，熱情

讚美淳樸的田園生活，並在參加勞動的過程中體會了農民的

生活和感情，提出了烏托邦式的「桃花源」理想。他的詩自

然樸素，韻味淳厚，對唐宋詩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這組《歸園田居》共五首，作於陶淵明從彭澤令任上棄

官歸隱之後。由於剛回到田園，心情十分舒暢，覺得鄉間的

一切都特別清新、美好。這是組詩的第一首，詳細描寫了所

居村巷的風光以及重返田園的愉快生活。

全詩四句一層。開頭四句對前半生出仕的經歷進行反

思，說明自己歸田的原因是從小就沒有適應世俗的氣質，天

性就喜愛山林。後來出去做官，是誤入歧途，落入塵世的羅

網之中，一去就是好多年。「一去三十年」句，學術界一般

認為應該是十三年，可能是版本傳寫的錯誤。陶淵明出仕是

在東晉太元十八年（393），先任江州祭酒，因不堪忍受吏職

的羈束，辭職歸田；後來又任鎮軍參軍、建威參軍、彭澤令

等職。到棄官時計十二年，次年寫此詩，剛好十三年。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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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出仕期間的經歷，可以看出他在東晉末年動蕩的時代

裡屢次出仕，一方面是出於生活的逼迫，另一方面也並非沒

有建功立業的希望。尤其是他跟隨過的鎮軍將軍劉裕以及建

威將軍劉敬宣，都是晉末動亂時代的風雲人物。但也正是在

這幾次出仕中，他看清了這個社會「真風告逝，大偽斯興」

（《感士不遇賦．序》）的本質，認為自己追求的理想在當時

不可能實現，所以說「誤落塵網中」。這一反思是寫作此詩

的出發點，同時也與全篇所寫的田園環境形成了鮮明的意義

對照。

由於對世俗的決絕，回過頭來再看自己出仕以前的家

園，就感到格外親切和依戀。陶淵明出仕以前一直在家務

農，所以他把自己對田園的感情比作「羈鳥戀舊林，池魚思

故淵」。羈鳥是被羈束在籠子裡的鳥兒，沒有自由，當然懷

念以前棲宿的舊樹林。池魚是被捉來養在池子裡的魚兒，

空間淺狹，所以懷念從前游息的水潭。這兩句是以意思相同

的比喻形成對偶，重複強調自己在塵網中難耐羈束的心理狀

態。比喻的喻象都取自田園生活中最常見的景物，所以本身

就和田園詩十分協調。陶淵明還多次在其他田園詩中把自己

比作晚歸的出林鳥。由於比喻貼切現成，概括力高，這兩句

詩在後世經常被人引用，藉以表示厭倦了在外奔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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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回到故鄉的心情。「池魚故淵之思」甚至可以看成一句

成語。

以下十二句對所歸田園進行詳細描寫，遠近層次井然。

由於前面六句所說都是自己在塵網中對「舊林」「故淵」的思

念，所以轉到描寫歸去的生活應先有個交代：在南野開了幾

畝荒地，回到田園就能過守拙的生活。「守拙」的意思是守

着自己的愚拙本性過日子，「拙」相對於世俗機巧而言，是老

子、莊子所提倡的不會費盡心機與人爭競的樸拙自然的生存

狀態。這兩句承上啟下，作為從「思」歸到真歸的過渡。然

後着重描寫自己這個「園田居」的環境：住宅周圍有十幾畝

地，茅草屋也有八九間。房後有榆樹、柳樹為屋檐遮陰，前

面有桃樹、李樹羅列堂前。這幾句有意無意地勾勒出自己的

居所四周被樹木、田園包圍的環境：最近的是屋前屋後的榆

柳與桃李，稍遠的外面一圈是田畝。聯繫下面幾句來看，這

個園田居所坐落的地方不是在鄰近市集或交通便利之處，而

是在僻遠的村莊和幽靜的深巷中，這就又在外層的田畝之外

再加擴展，以更遠處的鄉村做了園田居的大背景。這樣佈局

的匠心正是為了一層層將園田居與世俗風塵隔離開來，突顯

其環境的樸素清淨。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兩句，是詩人從園田居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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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見，又是從「方宅十餘畝」向外更推遠一層的周邊景象。

「曖曖」是昏暗不清的樣子，遠處的村莊依稀可見，但並不

清晰，說明園田居離外村尚有一段距離。「依依」形容村墟

裡炊煙裊裊上升的動態，和「曖曖」對偶，既寫出了遠處村

墟隱約朦朧的美好景色和安寧氛圍，又將詩人觀望這種景象

時內心的安閒和依戀之情微妙地傳達出來了。《紅樓夢》第

四十八回中林黛玉和香菱論詩時，將這兩句與王維的名句

「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煙」（《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做過

一番有趣的比較。黛玉指出王維這兩句是套了陶淵明詩得來

的，但「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比王詩更「淡而現成」。

黛玉之意當是指陶詩在渾然天成這一點上勝過了王詩。香菱

卻理解為：「原來『上』字是從『依依』上化出來的！」其實陶

詩和王詩都寫得很好，對偶也很工整，只是陶淵明這兩句寫

景疏淡，主要表現人對景物的親切感受，彷彿從胸中自然流

出，和口語節奏一致，因而不覺得構思工巧；王維這兩句是

繪詩中之畫，重在刻畫落日映照渡口和村莊炊煙初升時分的

黃昏景色。加上對仗聲律的要求，就比陶詩略顯用力。由此

比較也可以見出陶詩和王詩的傳承關係和不同特色。

如果說「曖曖」兩句是從遠望的角度寫鄉村的安閒，「狗

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兩句則是從近聽的角度渲染園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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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寧靜：深巷中不聞車馬和人聲喧鬧，只聽見雞鳴狗

叫，這是只有鄉村生活中才能領略的自然情趣。這兩句原出

自漢樂府《雞鳴》：「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詩人只是把

「高樹」改成了「桑樹」，「深宮」改成了「深巷」，就將原詩的

環境從城市移到鄉村。如果說「方宅」四句主要是從自然環

境描寫園田居的清淨和遠離世俗，那麼「曖曖」四句則是從

人居環境寫出了園田居的自然樸素。因為田園畢竟不是不食

人間煙火的山林，陶淵明追求的也不是超出人世之外的隱居

場所，而是在最不受塵染的鄉村尋找符合自然本性的生活。

所以上面八句的描寫都是為了烘托「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

閒」這兩句：在這樣遠離塵網的環境中，自己的居所之內當

然是沒有灰塵污雜，極其清淨。又因為離開官場，不必再有

公務和應酬，在虛空的居室中覺得格外悠閒自在。這就是回

歸田園的自然之樂。所以，結尾兩句再次強調「久在樊籠裡，

復得返自然」。「樊籠」即羈鳥被關的籠子，也就是塵網。「自

然」既是指田園的自然環境，更是指符合天性的自然生活。

這兩句呼應開頭六句，同時用「返自然」三字對全篇的主旨

做了鮮明的概括。

這首詩除了首尾六句以外，全都是工整的對偶。但七組

對偶句錯落參差，或以數字相對，或以疊字相對，句法和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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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方式沒有一組雷同，從而打破了兩晉詩歌對偶呆板、堆砌

的格局。雖然全詩佈局頗具匠心，卻似不費心力，一氣呵成，

流暢自如。詩中所寫都是最平常的景物，又純用白描，不厭

其煩井然羅列，「地幾畝，屋幾間，樹幾株，花幾種，遠村近

煙何色，雞鳴狗吠何處，瑣屑詳數」（黃文煥《陶詩析義》），

但一一生趣，處處流露出脫離塵網的欣慰之意。因此，內容

與形式高度統一，以自然樸素的風格表現了返歸自然的愉

悅，體現了陶詩能於平淡中見淳厚的藝術特色。

飲酒　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淵明常被視為一個渾身靜穆的詩人，而《飲酒．其五》

就是證明其靜穆的代表作。開頭說，自己雖然在人境中結廬

居住，但聽不見車馬的喧鬧。這兩句自設了一個懸念：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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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境就會有車馬喧鬧，兩句的關係似乎是矛盾的。所以接着

用一句自問來解釋：為甚麼會做到這樣？是因為自己的心離

世俗很遠，自然也就覺得所居之地偏遠了。這幾句其實是陶

淵明田園生活的真實寫照。從《歸園田居》可以看出，陶淵

明生活在雞鳴狗吠的村莊之中，並沒有為追求自然、逃避世

俗而棄絕人居之境，而且和農人們一起勞作，過着最普通的

人間生活，這就是「結廬在人境」的意思。但是這個人境中

沒有車馬的喧鬧，也就是沒有官場中的來往應酬等世俗的事

務來干擾，實際上是遠離世俗的。這當然是因為詩人已經回

到田園，鄉村本來就遠離朝市的緣故，正如他的《讀山海經． 

其一》說：「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但這不是根本的原

因，如果心沒有徹底遠離世俗，哪怕住得再偏僻遙遠，還是

會有車馬上門的。

事實上這樣的隱士很多，與陶淵明同時號稱「潯陽三隱」

的另外兩位隱者周續之、劉遺民的心就不那麼清淨。周續之

因為被刺史請出去講禮校經，還受到過陶淵明的嘲笑。再說

遠一些，兩晉南北朝的假隱士就更多，很多隱士雖然住在遠

離人境的山林裡，卻是為了等待朝廷的徵辟。齊梁時甚至還

出現了「山中宰相」陶弘景這樣的人物，連皇帝都要常常來

向他討教。因此陶淵明這幾句詩不僅是對自己心境的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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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說出了一個真隱的道理：真正的避世，不論身居

何處，都是因為心遠而導致地偏，而不是因為地偏才使心遠。

在這樣一種遠離世俗的心境中，人才能對萬物悠然興

會：在東籬下採菊，無心之間抬頭看見南山。斜陽西下，山

間的夕嵐分外美好，飛鳥結伴紛紛歸來。對此佳景，興與意

會，不覺沉浸在一片忘機的天真之中。這幾句寫出了詩人閒

淡靜穆的風神，深受後人激賞。甚至出現了關於「望南山」

還是「見南山」的版本爭論。蘇軾說：「因採菊而見山，境與

意會，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此一篇神

氣都索然矣。」（《東坡題跋》）「見」字比「望」字好，就是因

為現成精妙，寫出了詩人「偶而見山，初不用意」的神情。只

有無心見到南山而不是刻意去張望南山，才不會損害詩人自

然的風致和詩境的神韻。

蘇軾稱讚這幾句詩「境與意會，最有妙處」，是極為中肯

的評論。可以做兩層意思來理解，首先指詩人與自然的默契

和會心。在陶淵明的時代，流行老莊哲學，又稱玄學。當時

討論的主要命題是「群動群息」的自然之道，即對萬物生息

變化等自然規律的體悟，這種體悟主要在山水田園景物中見

出。陶淵明這幾句詩所寫山氣、夕陽、歸鳥同樣體現了他對

大自然「群動群息」的領悟，這是一種「意會」。其次是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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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描寫與人格的契合。「菊」和「飛鳥」其實都不是偶見之景。

兩晉士大夫有「服食」的風尚，即服用某些食物或藥物以求

延年養生，菊花就是其中的一種。但是菊花本身有凌霜耐寒

的品格，深得陶淵明喜愛，所以又有人格象徵的意味。「採

菊東籬」在後世文學作品中往往代指陶淵明形象，可見其在

陶詩中的特殊意義。而飛鳥在日夕之時歸山，也是陶淵明詩

中常常寫到的景色。如《詠貧士．其一》：「朝霞開宿霧，眾

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歸鳥象徵詩人的歸

隱，在陶詩中已經成為一個固定的比象。意境和景物的人格

化，是陶詩的鮮明特色之一。所以蘇軾說「境與意會」，就不

僅是指詩人對大自然的會心，更有對菊和歸鳥所包含的人生

啟示的會意。

陶淵明在結尾明白說出了他對此境中的「真意」有領悟，

但又說想要辨析清楚，卻又不知如何用語言來表達，這是用

莊子「得意忘言」的意思。《莊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

得意而忘言。」「得意忘言」也是兩晉玄學集中討論的一個命

題，認為意和言是有差距的，言不能充分表達領會意，所以

領會之後不必說出來，得意忘言是一種玄妙的境界。末句正

是此意，但用在這裡非常巧妙含蓄。實際上，詩人在所見之

境中所會的意，本來也是不需要說出，而要靠讀者自己去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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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的，這正是詩歌的含蓄之處。

陶淵明所說的「真意」，其內涵也就是蘇軾所說的「境與

意會」中的「意」。不過，要透徹理解詩人所會之「真意」，

還要聯繫他當時的思想狀況來看。《飲酒》是陶淵明歸隱後

寫的一組詩，共二十首，主題側重於歌詠堅持高尚節操的生

活，以及貧、富兩種人生選擇的思想矛盾。陶淵明在棄官以

後雖然沒有再出仕，但是並非從此心如止水。真正回到田

園，尤其是要過自食其力的生活，對於一個士大夫來說，並

非易事。實際上，他在辛勤勞作中已經親身體會到田家的苦

處：「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雜詩．其八》）雖然親

自勞作從未停止，但還是經常要以糟糠充飢。加上火災、蟲

災和風雨之害，沒有收成，日子甚至苦到「夏日長抱飢，寒

夜無被眠」（《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的程度。為此詩人

也曾經彷徨動搖過，但「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詠貧

士》），貧富窮達的交戰也就是向現實屈服還是堅持對抗的思

想鬥爭。《飲酒》組詩的後十首從各個角度反覆訴說了這種

矛盾，真實地流露了一生守節的枯索和寂寞：「若不委窮達，

素抱深可惜。」（《飲酒．十五》）如果不是將窮達置之度外，

他還是為自己不能實現平素懷抱的壯志感到可惜的。了解陶

淵明的這些思想矛盾，才能對他在田園中堅守「君子固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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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節的可貴有更深入的認識。由此可見，《飲酒．其五》雖然

在詩中展示了一個渾身靜穆的詩人形象，而詩人內心卻是充

滿矛盾和痛苦的。但大自然和他堅守的「道」最終讓他在「境

與意會」中獲得了平靜，所以才能寫出這樣一篇辭淡意遠、

自然高曠的佳作，並使採菊東籬的詩人形象永遠在文學史上

定格。

和郭主簿　其二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

露凝無游氛，天高肅景澈。

陵岑聳逸峰，遙瞻皆奇絕。

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

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

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

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

陶淵明的詩歌繼承了《詩經》和漢魏古詩多用比興的傳

統，同時又善於將興寄融入對自然美的描寫之中。由於他的

景物描寫主要取自日常的田園生活，而他的比興形象也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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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這些自然景物，如青松、菊花、歸鳥、孤雲等，這就形

成了陶詩景物描寫人格化的特色以及鮮明的個性。這首《和

郭主簿．其二》就是典型的例子。

這首詩寫的是清秋時節眺望附近山林的感觸。雖然全

篇主旨在秋景，但第一句先從三春說起：春季三個月雨水調

和，才有了清涼的素秋季節。這兩句為下文描寫天色的清朗

說明了原因，與末句的「良月」遙相呼應。風調雨順對於田

家來說，是十分難得的，遇到這樣的好年景，詩人自然十分

欣慰。三春之後立即轉到清秋，兩句之間緊密的連接也隱隱

含有光陰迅速的感慨。

在這清涼的秋天，露水凝結，看不到一絲飄浮的霧氣，

天空顯得格外高朗澄澈，於是眺望的視野也特別開闊清晰。

遠處大大小小的山峰挺拔聳立，看去各自顯出奇絕的姿態。

這些山陵其實都是陶淵明平時見慣的家鄉附近的景物，但詩

人卻像第一次見到它們一樣，剛剛發現它們飛逸奇絕的美，

這就寫出了天空特別清朗的視覺印象。

正因為空氣清新，能見度高，不但山峰的姿態歷歷分

明，詩人還能看到山上樹林裡的菊花，以及山頂上整齊排列

的青松。「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兩句充分顯示出陶淵

明在提煉字句、刻畫景物方面的功力：「耀」字可見芬芳的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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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開得正盛，在深林的襯托下愈顯得光彩輝耀，「開」字本可

以理解成花開的意思，但和「耀」字呼應，就產生了奇特的效

果，似乎其光耀將深密的樹林都打開照亮了。「冠」字寫丘

陵上青松繁茂挺立，整齊地沿着山脊的坡度排列，遠看好像

戴了一頂帽子。以名詞為動詞，也十分生動形象。這些語詞

的提煉不但清晰地勾勒出景物的輪廓，而且通過色彩的誇張

又更進一步強調了空氣的清澄。

前面通過天色和山陵姿態的描繪，將芳菊和青松在全詩

的中心突顯出來，目的正是要讚美松菊的品格：詩人懷想的

是它們堅貞挺秀的姿態，並讚美它們是能夠經得住嚴霜的俊

傑。而這種貞秀傑出的品格正是隱者賴以自勉的精神力量。

所以下面緊接着說：「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從「銜觴」

二字可見詩人正在自己的園子裡，一邊飲酒一邊欣賞秋天的

景色。幽人是那些和陶淵明一樣隱居的人，「爾」指歷史上的

隱者，「訣」指那些隱者的生活準則。詩人千載之下猶在追想

他們的處世原則，可見陶淵明是把他們當作楷模的。幽人之

所以值得陶淵明懷想，就因為他們堅持其「訣」，具有芳菊和

青松一樣的貞秀之姿，是霜下之傑。至此，就不難明白詩人

前面對秋景和松菊的描寫，落腳點正在這裡。

詩人雖然通過讚美松菊和懷想幽人堅定了自己隱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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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卻沒有完全消解心裡的矛盾，所以這首詩結尾說：「檢素

不獲展，厭厭竟良月。」檢點平生，總覺得懷抱不得施展，

因此對此良辰美景，不免悵然。「厭厭」即「懨懨」，無情無

緒的樣子。結尾說想到自己壯志難酬，整個良月都只能在低

落的情緒中度過。良月是十月，但也有良辰之意。因而此句

語帶雙關：人生的良辰能有幾何？不能趁此良辰有所作為，

當然對光陰的虛度感到傷懷。這種情緒與前面對幽人的讚美

是矛盾的，但也是一致的。如果終生成為幽人，自然是默默

無聞地埋沒於人世。對於不甘心平庸地度過一生的詩人來

說，幽人只能鼓勵他堅守節操，而終不能使他一展懷抱。但

反過來說，在素抱無法獲展的情況下，能夠支持其精神的也

只有這幽人和松菊的品格了。理解這種矛盾，才會懂得陶淵

明對於松菊的讚美絕非泛泛之詞，而是飽含着對生命價值的

痛苦思索的。

陶詩的風格是平淡自然，向來不對自然景物做刻意的描

繪，如此清晰、細緻地描寫其家鄉附近景色的作品非常罕

見。但即使是這首詩，詩人的意向也仍然在於對清節的歌

頌。這幅肅穆澄澈的秋景圖其實也是詩人的靜穆氣質和高尚

節操的自然化，毫無塵染的「肅景」、光輝耀目的芳菊、挺拔

秀傑的青松，無不是詩人心境和品格的比興形象，只是融化



18 

山水有清音─古代山水田園詩鑑要

在景物的真切描繪之中而已。全詩選字精確莊重，意境清遠

高爽，僅從純粹的寫景技巧來看，也是可以代表東晉最高水

平的佳作。

移居　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

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

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兹。

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前人評陶，統歸於平淡，又說「凡作清淡古詩，須有沉

至之語，樸實之理，以為文骨，乃可不朽」（施補華《峴傭說

詩》）。意思是說，凡是寫清淡的古詩，一定要有樸實的道理

和沉穩深刻的語言作為詩歌的骨幹，才能流傳不朽。陶淵明

生於玄言詩盛行百年之久的東晉時代，「理過其辭，淡乎寡

味」是當時詩壇的風尚，因而以理為骨、臻於平淡都不算難，

其可貴處倒在淡而不枯、質而實綺，能在真率曠達的情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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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入淵深樸茂的哲理，從田園耕鑿的憂勤裡討出人生天然的

樂趣。試讀陶詩《移居．其二》，即可領會這種境界。

陶淵明於義熙元年（405）棄彭澤令返回柴桑里，四年後

舊宅遇火。義熙七年（411）遷至南里之南村，這年四十七歲。

《移居》作於搬家後不久，詩共二首，均寫與南村鄰人交往過

從之樂，又各有側重。其一說新居雖然破舊低矮，但南村多

有心地淡泊之人，因此頗以能和他們共度晨夕、談古論今為

樂。其二寫移居之後，與鄰人融洽相處，忙時各紀衣食、勤

力耕作，閒時隨意來往、言笑無厭的興味。全詩以自在之筆

寫自得之樂，將日常生活中鄰里過從的瑣碎情事串成一片行

雲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暗承第一首結

尾「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而來，篇斷意連，接得巧妙自

然。此處以「春秋」二字發端，概括全篇，說明詩中所敘並非

「發真趣於偶爾」（《四溟詩話》），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

樂趣。每遇風和日麗的春天或天高雲淡的秋日，登高賦詩，

一快胸襟，歷來為文人引為風雅逸事。對陶淵明來說，在柴

桑火災之後，新遷南村，有此登臨勝地，更覺欣慰自得。登

高不僅是在春秋佳日，還必須是在農務暇日。春種秋獲，正

是大忙季節，忙裡偷閒，登高賦詩，個中趣味絕非整天優哉

遊哉的士大夫所能領略，何況還有同村的「素心人」可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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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新詩呢？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興，在此詩中便有了不同尋

常的意義。這兩句用意頗深卻如不經意道出，雖無一字刻畫

景物，而風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賞，詩人之神情超曠，也

如在目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賦詩之樂以外，更有與鄰人過從招飲

之樂：「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這兩句與前事並不連屬，

但若做斟酒品詩理解，四句之間又似可承接。過門輒呼，無

須士大夫之間拜會邀請的虛禮，態度村野更覺來往的隨便。

大呼小叫，毫不顧忌言談舉止的風度，語氣粗樸反見情意的

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鄰人有酒，特意過門招飲詩人；

也可能是詩人有酒招飲鄰人，或鄰人時來串門，恰遇詩人有

酒便一起斟酌，共賞新詩。杜甫說：「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

呼取盡餘杯。」（《客至》）「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指

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諸般境

界，在陶詩這兩句中皆可體味，所以愈覺含蓄不盡。

當然，人們也不是終日飲酒遊樂，平時各自忙於農務，

有閒時聚在一起才覺得興味無窮：「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

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有酒便互相招飲，有事則

各自歸去，在這個小小的南村，人與人的關係何等實在，何

等真誠！「各自歸」本來指農忙時各自在家耕作，但又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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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飲酒之事字面相連，句意相屬，給人以酒後散去、自忙農

務的印象。這就像前四句一樣，利用句子之間若有若無的連

貫，從時間的先後承續以及詩意的內在聯繫兩方面，輕巧自

如地將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瑣事融成了整體。這句既頂住上句

招飲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時歸去，閒時相思，相

思復又聚首，似與過門相呼意義重複，造成一個迴環。「閒

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見的頂針格，強調

了這一重複，使筆意由於音節的復沓而更加流暢自如。這種

往復不已的章法在漢詩中較常見，如《蘇武詩》，古詩《西北

有高樓》《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疊迴環、曲盡其情而具有

一唱三歎的韻味。陶淵明不用章法的重疊，而僅憑意思的迴

環形成往復不已的情韻，正是其取法漢人而又富有獨創之

處。何況此處還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詩意的深化。過門招

飲，僅見其情意的真率，閒時相思，才見其友情的深摯。披

衣而起，可見即使已經睡下，也無礙於隨時相招。相見之後，

談笑起來沒完沒了，又使詩意更進一層。如果說過門輒呼是

從地鄰關係表明詩人與村人的來往無須受虛禮的限制，那麼

披衣而起、言笑無厭則表明他們的相聚在時間上也不受俗態

的拘束。所以，將詩人與鄰人之間純樸的情誼寫到極致，也

就將摒絕虛偽和矯飾的自然之樂傾瀉無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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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詩情已達高潮，再引出「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兹」

的感歎便極其自然了：這種樂趣豈不比甚麼都美嗎？不要匆

匆離開此地吧！這兩句扣住「移居」的題目，寫出在此久居

的願望，也是對上文所述過從之樂的總結。不說「此樂」，而

說「此理」，是因為樂中有理，由任情適意的樂趣中悟出了任

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從表面上看，這種快然自足的

樂趣所體現的自然之理與東晉一般貴族士大夫的玄學自然觀

沒有甚麼兩樣。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中說：「夫人之相與，

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

形骸之外。雖趣捨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

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意思是說，人這一輩子和

人的相交，有時因懷抱相同，可以在一室之內對面交談，有

時則可以有所寄託，而不拘形跡。雖然人和人的取捨各異，

性格的安靜和浮躁不同，但是當欣欣於一時的相遇，能相得

相益，便覺得愉快滿足，甚至忘了自己快要老去。這個道理

似乎也可以用來解釋陶淵明《移居．其二》中的真趣所在。

但同是「人之相與」「欣於所遇」之樂，其實質內容和表現方

式大不相同。東晉士族自恃門第高貴，社會地位優越，每日

服食養生，清談玄理，宴集聚會所相與之人，都是貴族世家，

一時名流；遊山玩水所暫得之樂，亦不過是無所事事，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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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雅，他們所寄託的玄理，雖似高深莫測，其實只是空虛放

浪的寄生哲學而已。陶淵明的自然觀雖然仍以玄學為外殼，

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脫離虛偽污濁的塵網，將田園當作返璞歸

真的樂土；他所相與之人是淳樸勤勞的農夫和志趣相投的鄰

里；他所寄託的「此理」，樸實明快，是他在親自參加農業勞

動之後悟出的人生真諦。所以，此詩末二句「忽跟農務，以

衣食當勤力耕收住，蓋第（只是）耽（沉溺）相樂，本易務荒，

樂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無弊，而用筆則矯變異常」

（張玉穀《古詩賞析》）。結尾點明自然之樂的根源在於勤力

躬耕，這是陶淵明自然觀的核心。「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

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

早稻》）詩人認為人生只有以生產勞動、自營衣食為根本，才

能欣賞恬靜的自然風光，享受純真的人間情誼，並從中領悟

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顯然，這種主張力耕的「自然有為

論」與東晉士族好逸惡勞的「自然無為論」是針鋒相對的，它

是陶淵明用小生產者樸素唯物的世界觀批判改造士族玄學的

產物。此詩以樂發端，以勤收尾，中間又穿插以農務，雖是

以寫樂為主，而終以勤為根本，章法與詩意相得益彰，但見

筆力矯變而不見運斧之跡。全篇羅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

以任情適意的自然之樂貫串一氣，言情切事，若離若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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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無跡，斷續無端，文氣暢達自如而用意宛轉深厚，所以看

似平淡散緩而實極渾然天成。

由此可見，作詩以理為骨固然重要，但更可貴的是善於

在情中化理。晉宋之交，玄風大盛，一般詩人都能談理。山

水詩中的談玄說理成分常為後人所非議，而產生於同時的陶

淵明田園詩中雖有不少談理之作，卻博得了盛譽。原因就在

剛剛脫離玄言詩的山水詩多以自然證理，理贅於辭；陶詩則

能以情化理，理入於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筆墨之外，明

言理而又有真情融於意象之中，故而能達到從容自然的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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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然（一首）

過故人莊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

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孟浩然（689—740），襄陽（今湖北襄陽）人。早年在家鄉

隱居讀書，四十歲以後入長安求仕，失意而歸，漫遊過長江

南北各地。晚年在張九齡任荊州長史時，擔任過不到一年的

幕府從事。不久在家鄉病故，享年五十二歲。

孟浩然生活在初、盛唐之交，生平經歷簡單，基本沒有

做官，是一個典型的盛世隱士。他與社會現實接觸較少，同

時又不愁隱居的生計。雖然也有做一番事業的遠大志向，但

無論是追求還是失意，都表現得比較平和。他的田園詩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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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於隱居家鄉期間，表現了盛唐文人尋求人格獨立、內心自

由以及崇尚真摯、淳樸之美的理想，繼承了陶淵明田園詩的

基本旨趣。但缺乏陶淵明詩中深刻的理性思考和社會批判精

神，更多地反映了農村的盛世氣象。

《過故人莊》是孟浩然田園詩的代表作，描寫作者在故人

村莊做客時見到的田園風光和賓主間淳樸、真摯的友誼。開

頭先交代故人做好了雞黍飯，邀請自己去田家做客的緣由。

「雞黍」一詞含有典故，最早出於《論語．微子》荷蓧丈人留

宿子路「殺雞為黍而食之」。黍是黃米，雞黍是古代農村所

能準備的最好的飯菜。所以，「具雞黍」既合典故的出處，又

切合現實的生活情景，樸素自然地寫出了故人邀請自己到田

家去做客的熱情和隆重。故人的身份雖然不一定是真正的農

民，但是既然稱為田家，至少也是隱居在鄉村的隱士，其生

活的儉樸和田家無異。

中間四句從不同角度寫故人莊園的景色：「綠樹村邊合，

青山郭外斜」兩句是視野開闊的外景：綠樹合抱村莊，青山

斜出郭外，畫面包含着四個層次：村莊是故人莊園所在，村

外有茂密的樹林環繞，再遠處是城市的郊外，最遠處是郭外

的青山。古代城市分內城和外城，外城稱為「郭」。可見故人

莊在離城不太遠的郊外。這兩句由近到遠，不但層次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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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構圖明快簡潔。其妙處不僅在於寫出了故人莊外圍環境

的景色特徵，更在於詩人勾勒田園景色的典型性和概括性：

這種坐落於平原而遠接青山的村莊其實非常普通，大江南北

到處可見。即使是在現代，如果坐着火車在平原上旅行，觀

看車窗外的景色，也還常常可以見到這樣的村莊，令人不由

自主地想到孟浩然這兩句詩。這就是盛唐詩的好處：它在當

時就是新鮮的，因為在孟浩然之前沒有人寫過這樣的景色；

它在千年以後仍然是新鮮的，因為它的典型意義可以經得起

時間的檢驗。

「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是從人在室內向外觀望的

角度寫故人莊的近景：打開門窗，可以見到外面的打穀場和

菜園。而把酒閒話桑麻的收成，又是通過閒談見出田裡的莊

稼，前者是眼見，後者是談及，但都通過不同的角度把室內

外的景色打通，使眼前的場圃、話裡的桑麻和遠景融成一

片，構成了一幅完整而常見的田園風光的圖畫。這兩句和「綠

樹」一聯相同，內容非常緊湊，十個字裡包含了農家田裡種

的主要莊稼種類，打穀種菜的主要場地，把春種到秋收的四

季農活都涵蓋在內了。構圖則由內到外，由虛到實，不但層

次清楚地展現了從場圃到田野的宅外景色，而且可以令人見

到詩人與故人一邊飲酒、一邊閒談、一邊眺望軒外景色的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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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和閒適，並聯想到陶淵明「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歸

園田居．其二》）的詩句，這就又不動聲色地化入了陶詩的

意趣。因此，內涵雖然豐富，對仗雖然緊湊，節奏卻從容而 

舒緩。

由於以上兩句的角度是由人見景，作為過渡，結尾寫主

人和詩人的下次約會就很自然了：「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

花。」如此優美清新的田園風光，如此親切自在的聚會，必

定會使主客雙方在離別時覺得意猶未盡，所以都希望下次

再來相聚。這兩句究竟是主人約客人呢？還是客人約主人

呢？其實無關緊要，也不需說明，唯其如此，才更見出主客

相處的率真，這就像陶淵明《移居．其二》中和鄰里的交往

一樣，寫出了詩人和「田家」之間不拘虛禮的真摯情誼和自

然之趣。更值得注意的是，主客相約的內容是到重陽來親近

菊花，這不僅是以重陽節日作為約定的時間，而且點出故人

和詩人都是愛菊之人，那麼其賞菊的含義必定也與陶淵明 

相同，這就又借這一意味深長的結尾將陶詩的意蘊包含在 

內了。

這首詩通過田家留飲的生活場景，將一個普通的村莊和

一餐簡單的雞黍飯寫得極富詩意。雖然文字經過精心提煉，

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典型的表現力，卻又淺易、省淨，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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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的痕跡，以至使聲律嚴格的五律都變得輕鬆自由了。恬

靜優美的鄉村景色和賓主間淳樸、真誠的情誼表現得既樸素

自然，又包含着從陶詩中吸收來的深厚內涵。因而，淺而能

深，餘韻悠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