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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陶渊明田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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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 莫吉廖夫州国立大学

摘要：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他把田园生活的素材描写进了诗歌中，开拓了一个全新的

诗歌表现领域。陶渊明的田园诗在诗歌创作题材上、艺术手法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渊
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清新自然的语言、高洁脱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
并直接影响到唐以后的田园诗派。陶渊明的田园诗质朴自然，平淡清新，意境含蓄而深远。诗人通
过亲身劳作，常常融主观感情于常见的田园景物之中，构成含蕴丰富的意境。这种田园诗前无古人，
“初见若散缓，熟视之有奇趣”。本文将主要就陶渊明生平、其意境对创作的影响、陶渊明的田园
诗的思想价值、其田园诗的艺术价值、其田园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关键词：陶渊明，田园诗，影响，价值

一、出仕与归隐
陶渊明（365-427），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九江市星
子县）人，出身于没落仕宦家庭。大约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 年）。曾祖陶侃曾任东晋大司马，
可是到了陶渊明出生时，家境已经没落了。少时贫困，家居读书，多读儒家经典，有建功立业的雄
心壮志。二十九岁时为生计所迫，又为实现理想，曾出任江州祭酒，又任镇军、参军等职，直至四
十一岁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督邮到彭泽，属吏说：“当束带迎之”。陶渊明叹
1

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遂解印去职。陶渊明的仕宦生活，自此结束。
在仕途期间，他未尝没有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然而由于时代的缘故以及他本人恬适高洁
的知识分子士大夫性格，其在仕途上不断尝试、却不断失望、终至绝望挂印而去。陶渊明年少时因
多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故怀有兼济天下苍生的壮志豪情。但是，他当时所处的时代特别重视门
阀制度，所以将陶渊明的理想变得终究只是个理想。纵观陶渊明的一生，其都只是做过祭酒、参军、
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雄心壮志无处施展，还不得不处处迎合官场小人，在厌倦了这种违背自己做
1陈书良主编,《中国文学简史》
，海南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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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品格的黑暗官场后，终解印去职，陶渊明结束了他曾经兼济天下苍生的雄心壮志，义无反顾地走
上了隐居田园之路。当时，他挥笔写下《归去来兮辞》
，表明与上层封建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
2

流合污的决心。陶渊明辞官隐居田园后，过着“躬耕自资” 的归隐田园生活。因其居住地门前栽种
有五棵柳树，故被人称为五柳先生。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
老而益坚。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素材，著有《饮酒》
、
《归园田居》、
《桃花源记》
、
《五柳先生传》
、
《归去来兮辞》等。
对于陶渊明的归隐田园，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社会大环境流行隐逸之风。但是，我通过研究、学
习认为从他的仕宦经历以及品性来考察，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其一是陶渊明明
泊淡然的性格，二是对封建社会现实无奈。陶渊明性格最突出的特点是以淡然的心态追求高洁脱俗
的生活方式，然而仕宦生活与他本性使然的性格发生矛盾。另一方面，当时陶渊明所处的社会非常
黑暗，政治上暴力、庸腐，黎民百姓生活苦不堪 言。使得陶渊明出仕时的雄心壮志无处施展，这样
的处境很容易让陶渊明形成“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心态。陶渊明隐居后一直过着清淡质朴的田
园耕作生活。晚年生活窘迫，贫穷交加，却不会受嗟来之食。
公元 427 年，陶渊明与世长辞。被安葬在家门前南山脚下。终其一生，追求高雅脱俗、不与世
俗同流合污，从古至今各代文人义士都崇尚这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品格，后人在其墓碑上刻有
《归去来兮辞》
。现存陶渊明的诗歌共 126 首，散文共 12 篇，有《陶渊明集》连传后世。

二、田园诗的思想成就
（一）对黑暗现实的否定
在《桃花源诗并记》里，诗人描绘了一幅没有战乱，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平等自
由，道德淳朴，宁静和睦的桃花源，寄托了作者美好的社会理想：“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
3

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这个美好的“桃花源”和当时黑暗、迂腐的社会现状
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里面陶渊明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更抒发了其对时代的不满与批判。其在《饮
4

酒》中写道：“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已。是时向年立，志意多所耻。

这首诗记述了陶渊明是由于“耻”才归田隐居，折射出他对当时的上层统治阶级的不满、自己人生
的失意。因为陶渊明当时所处的时代，社会分裂，种族战争，民间课税繁，加上战争破坏，政治上
东晋统治阶级也毫无作为，朝野上下人心不安，百姓生活苦不堪言。陶渊明慨叹桃花源的理想与黑
暗的社会现实之间发生的矛盾，这一矛盾使得陶渊明内心更加苦闷，到彭泽县令也不到八十来天的
时候，他觉得这样的局面越来越有违自己的初衷，于是愤然解印去职、归田园居。陶渊明极其厌恶
这种黑暗的政治现实，本着不愿和世俗同流合污的心态，用笔墨构建了一个这样人人都“大同”的
世外桃源，来抒发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
（二）对平等或者自由的理想社会的追求
陶渊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使他创作出了一个类似于“乌托邦”式的社会，在大约作于南朝宋初
年的《桃花源记并诗》中则也记载了：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
2

千秋，
《田园诗人陶渊明》，
《初中生》
，2007 年 35 期

3孟二冬译注，
《陶渊明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
4孟二冬译注，
《陶渊明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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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相吠……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在这里没有苛捐杂税，没有经
过各种人为的破坏和无理的制度束缚，一切都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是却与当时所处的黑暗社会现状
形成明显的对比，这种乌托邦式的桃花源是诗人对当时封建统治社会的彻底否定，表现了其出仕时
兼济天下的人生抱负。从而可以进一步看出陶渊明的生活态度是真淳的、厚朴的，思想是高洁的。
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的最大的思想价值就在于体现了诗人对高雅思想的追求。其归隐田园
之后，在他的诗歌里这一点体现得淋漓极致。陶渊明之出仕，他坦承是为生活所迫，如其在《饮酒》
67

8

中说：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 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
” 是为
了避免受饿而已。而《饮酒》中又写出了之所以归隐田园是因为与世不合：
“以往便当一，何为复狐
9

疑！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 很明显陶渊明之所以辞官归隐是因为厌恶了当时的社会政治，表
现了他对当时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厌恶。陶渊明也在《归园田居》其一中写道：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
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
10

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廖之数语，却对仕途的厌恶之情表现的淋漓尽致。诗人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将官
场称为樊笼的陶渊明，解印归隐，抛开杂尘，拥抱田园。对于陶渊明的归隐田园，我们不仅要考虑
到他淡然高洁的性格，更要从复杂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
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所以陶渊明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的自己比喻为“羁鸟”和“池
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
如在《饮酒》之五中云：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
11

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诗人在这首诗里表现了他归隐后离开了官场的喧嚣，没有了“车马喧”
，过着“采菊东篱下”的
悠然生活。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他“返自然”后的耕作生活。但是诗人这种“自得其乐”好
景不长，几年后由于种种原因，陶渊明家中贫困的日子就降临了。这就使陶渊明不得不从此切实地
整日参加劳动，以维持其生活。也就从此时增强了他对劳动生活的以及农耕人民的认识。所以就有
了诗人“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
12

足惜，但使愿无违。” （
《归田园居其三》）对于出身官宦家庭的陶渊明来说，农耕种田毕竟不是很
擅长，为了维持生计只能“开荒南野际”，但是即使这样还是很难维持生活。于是早出晚归打理庄
稼、伴着月色回家的劳动者形象屡屡在其诗文中浮现出来。
而人穷节不短的品质更能反映出陶渊明人生的态度，比如在《咏贫士七首》中赞许多古代生活
贫困但品质高洁的文人志士，以此来抒发自己的胸怀。如“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何以慰吾怀？

5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33 页
年 6 月版，第 19 页
7吴小如著，
《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年 9 月版，第 565 页
8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32 页
9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18 页
10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7 页
11孟二冬译注，
《陶渊明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 年 6 月版，第 150 页
12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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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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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赖古多此贤。
” （
《咏贫士其二》
）又如“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 （《咏贫士其三》） 诗中饱和
着陶渊明对其一生所抒发的人世沧桑之感和生活艰辛的深刻体会，更体现了其为了坚持不与世俗同
流合污的初衷而所付出“贫”的代价，从而展现了诗人高尚的人生品质和高雅的生活处世态度以及
无人能及的精神追求。此外，这类诗也充分表现了诗人穷且益坚的高远志趣和保持自我的高尚节操。
充分展现了诗人对封建社会黑暗统治阶级的厌恶。
（三）对劳动生活的赞美
从陶渊明田园诗中还能充分体现出诗人对劳动生活的歌颂。他的田园诗花很多笔墨去强调田园
生活、自己的农耕经历，这也是其最具特色、最有价值的部分。这也让我想起《诗经》中也有些农
事诗，但是那都是田间地头农人们一边劳动一边唱的歌。而作为文人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并通过其
切身的体验所抒写的农事诗，陶渊明无疑是这方面的先驱。他为我国古代诗歌创作别开生面。后世
如王维、孟浩然、白居易、杜甫等的田园诗都与其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封建社会里文人士大夫参
与农事劳动是会受到鄙视的，尽管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写了《观刈麦》这样人们耳熟能详的诗歌，将
很多农民问题叙述得非常到位。然而诸如此类描写农民疾苦、同情劳动人民农业劳动的诗篇，被称
为“悯农诗”
。因为诗人本身都是封建官僚文人，并不曾亲自参与劳动耕作。所以，陶渊明作为一个
切身参与到耕作的农人，同时文人的双重身份，让其写出的这些农事诗，在我们诗歌史上的影响是
非常惊天动地的。
15

陶渊明初归隐时家里还算富裕，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 但是不久之后的一段时间，他却
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切实地下地干活，上文提到过的“草盛豆苗稀”以及“带月荷锄归”的农者形象
就生动地表现了陶渊明归隐此后的很长时间里都在亲身进行劳作。所以陶渊明应该对农事具有很多
的认识，其对劳动的意义体验也不同寻常诗人。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之二中说：
“秉耒欢时务，
16

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诗人怀着欢悦的心情拿起家具亲自从事农耕，带着和蔼
亲切的笑脸劝勉邻居的农民们，让大家都致力于这种农耕生活，别把耕种看成一种辛苦可厌之事。
这是乐于归耕的田园诗人才能感受到的生命消息、才能发现的美学形态，一经感受与发现，便成为
自然浑成的千古妙句。对这些诗句，苏东坡最为欣赏：“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世之
17

老农，不能识此语之妙。”

又如《归田园居》之二中云：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寒至，

18

零落同草莽。” 表现了诗人对农作物收成的密切关怀，只有经历过才会有如此真挚的情感自然流露
在其诗歌中。诗人还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写道：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倾可观。晨出肆微勤，
19

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诗人在此叙述了在农田躬耕的苦乐感受，揭示了农耕生活的艰难，由此看出诗人在仕隐的思索
中，体会到了隐居躬耕的美好，并且把这种美好的感悟当做农人的价值体现，充分展示了陶渊明对
农耕生活的喜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另外，陶渊明与身边的农民关系相当不
13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25 页
年 6 月版，第 25 页
15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7 页
16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15 页
17宋东坡，
《东坡诗话补遗》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卷，三十二条
18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7 页
19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16 页
18
14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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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错，《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记载：“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 可
见，陶渊明在农忙时节也心欢喜，还不忘笑颜劝解身边的务农耕作人。而在《移居二首》其一中：
21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在淳朴的农人面前，陶渊明显然是可亲近
的，邻居常常往来，直言不讳的谈论着古今往昔。美妙的文章共同欣赏，互相解析其不懂的语意修
22

辞。除此之外，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
。 （《杂诗十二首》其一）而在还不懂农事的陶渊明前，
23

24

身边的农人也热心给予建议：“农人告余已春及，将有事于西畴” （《归去来兮辞》）。 诗人起初不
愿违背自己的初衷想决心保持自己的高洁品质，隐居远离尘俗生活，但是在《饮酒二十首并序》其
25

九中却写到：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

诗人清晨就听到敲门声，不及整衣就去开班，问了来者何人，原来是善良怀有好心肠的农人，远道
而来带着酒来问候。都能够看出陶渊明隐居田园后与农人的交流还是比较密切的。
正因为如此，从陶渊明的很多诗歌中发现，经过诗人亲自参与的农事写下的农事田园诗，才会
与其他此类的农事诗相比更显特色，无论是诗人对农务的情感以及对当时时事的不满，都可以通过
田园诗来形成明显的对比，从而与此后的唐宋文人士大夫迥然异趣，而这就是陶渊明在我国诗歌史
上的创举。
（四）对耕读生活方式的肯定
所谓耕读，即一边耕作一边习书。其由来已久了。不少古人选择耕读这种生活方式。比如《读
山海经》其一，是陶渊明隐居时所写，比如诗人有写到：初夏之际，草木茂盛，鸟出入丛林而自有
26

其乐， 诗人把自己比喻成无忧无虑、自由的小鸟寓居在绿树环绕的草庐自寻其趣，耕作之余也能够
悠闲地读起书来。生活方式是那么的闲适，平淡质朴，体现出田园自然、包括诗人处身其中的各得
其所的美妙之处。陶渊明归隐后的读书环境也是在非常幽深的农舍，与外界不相往来，哪怕是前来
拜访的老友，也只好驾车掉转而去。只是一个人清静地饮酒，采摘园中的蔬菜而食。在这样没有世
间喧闹和干扰的环境中一边耕种一边读书品味闲适的隐居生活。
《后汉书：袁闳传》也记载“闳居处
27

侧陋，以耕学为业”
。 过着一边劳动一边读书的耕读生活。
从汉武以来，很多文学大家智者都提出了这种耕读生活的肯定。比如诸葛亮在隆中 ，用他自己
28

在《出师表》中的话说,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但是他
在刘备的“三顾茅庐”之下，也出山为刘备出谋划策，在客观上也是背离了耕读这种生活方式的，
而只有陶渊明是自耕自种，且研经读史，即使到去世前，他仍然挑水砍柴，培苗弹琴，听其自然，
一达观的生活方式度过一生。
正是有了令人敬仰的这种单纯的耕读生活，影响了之后古代文人生活模式中这样耕读生活的写
29

作模式。所以也可以说“陶渊明是耕读第一人”
。
20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15 页
年 6 月版，第 10 页
22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23 页
23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32 页
24孟二冬译注，
《陶渊明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 年 6 月版，第 291 页
25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页
26孟二冬译注，
《陶渊明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43-244 页
27南宋范晔，
《后汉书.袁闳传》
，卷四十五
28诸葛亮，
《三国志.诸葛亮传》
，卷三十五
29陈书良，
《六朝旧事随流水》
，岳麓书社，2011 年第一版，第 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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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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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园诗的艺术价值
（一）白描写法
陶渊明的田园诗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平淡淳朴与深远高雅的统一。他的田园诗，语言平淡自然、
富有情感，写的是平淡的田园风光和日常的农耕生活,折射出的是陶渊明归隐田园后恬适的心境与脱
俗的生活情趣，在表现方法上,这些诗歌多用白描手法这一突出特点,语言简单自然,很少见华丽的辞
藻出现其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平淡无味。比如“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30

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 之类的句子，从表现形式来看直如大白话。又《饮酒》中写道：
“采菊东
31

篱下，悠然见南山。
” 田园诗的平淡描写使得能够表现出陶渊明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热爱,表现
出他美好的人格和崇高的理想。他在《读山海经》中曾经写道：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
32

有托，吾亦爱吾庐”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 这几句诗人通过白描的手法、朴素的语言，直率
地书写了自己的情怀，同时也描绘了那种自耕自乐的生活，其中兀然自树的就是知识分子的傲骨。
陶渊明的妙就在于恬淡的生活中参杂着诗人的傲骨情感。所以诗人的很多田园诗以及抒发自己情感
的诗歌，都会出现诗人这种洒脱的人生态度。
（二）炼字炼句
陶渊明在抒写田园诗句的过程当中也特别注重炼字炼句，比如《归田园居》之一中写到：
“榆柳
33

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 短短几句却句句体
现出作者巧妙的思路和精简的构思。“荫”后檐，“罗”堂前，“远”人村、“墟”里烟，在这些字句
的提炼下，仿佛一片和谐、美好的田园生活画面呈现在我们面前。正是因为陶渊明对字句的斟酌，
使得这些诗句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也能让读者读罢便能看懂其描写的淳朴意境。不仅如此，
《和郭
34

主薄》之二中：“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 一个“贮”字把浓密的阴林写活了，仿佛它是可以
贮存，可以舀取的一翁清泉。又《归田园居五首》之三：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衣沾不足惜，
35

但使愿无违”
， “理、荷、惜都体现出其对诗句的练字凝句。再如《时运》之一的“有风自南，翼
36

彼新苗”， 一个简单的翼字，却很完整的在我们脑海里呈现出南风拂过禾苗的场景，让诗句充满生
37

机。而我们耳熟能详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一句作者巧妙的信手拈出其田园生活的一个机
具表现力的场景。平淡自然，诗意深醇，却意境深远。“采”、“见”二个动词，描绘诗人本自采
38

菊，无意望山，偶然见之，悠然之态而天成。“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一个“佳”字，充分
透露了诗人此时此刻面对此情此景的心情。给读者也留下联想的空间。诗歌虽如同口语白话，但陶
渊明却巧妙的用词精简的用字让这句诗朗朗上口。结最后一句诗人先是“欲辩”进而“忘言”，涵
盖了很多、很丰富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情感，留给读者自己慢慢品味。所以陶渊明的这种田园诗

30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10 页
年 6 月版，第 17 页
32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27 页
33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7 页
34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11 页
35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7 页
36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1-2 页
37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17 页
38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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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手法在历史上也得到众多大家的肯定与赞赏，大文豪苏轼就曾经评价陶渊明的的田园诗语言
虽然平淡但不浅薄，所谓“癯而实腴”
，用朴素的语言写的农家的平淡事情却经过高度提炼。

四、融注感情的田园景物描写
陶渊明诗歌还有一个突出的方面是在描写田园景物时都注入浓厚的感情。虽然是不知名的普通
农家乡村农舍田园的描写，但淡淡的韵味却每一处都体现着作者深远的意境和高洁的品格。陶渊明
的田园诗，犹如一幅幅的画面讲述四季或优美或温暖的场景，给读者许多灵感。这样的例子在她的
诗歌中有很多。比如《归田园居》之一中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和“狗吠深巷中，鸡鸣桑
39

树颠”， 在诗人的笔下，这些再寻常不过的农村景物显得格外的安静祥和，展现出一片平静的乡土
气息画面。而《饮酒》
“飞鸟相与还”中仿佛诗人的诗笔堪比画家的画笔般将此景定格在空中形成难
得的美景。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之一中“鸟弄欢新节，冷风送余善。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
40

远”， 这是诗人用田园风光和怀古遐想所编织成的一幅图画，在写田野的美景和亲身耕耘的喜悦的
同时，也由此抒发作者的缅怀。
《读山海经》之一的“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
41

爱吾庐”，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诗人在这里又描绘了一幅初夏时节，繁盛的草木，可爱的
鸟儿栖身在幽深的丛林中自得其乐，而此时陶渊明也隐居在幽深清雅的村巷，自耕自食，不亦乐乎。
闲时一边读书一边欣赏这大自然的田园美景，使得陶渊明陶醉着高雅脱俗的环境中。而在《拟古》
42

之三中的“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 正值仲春二月，清脆的春雷惊
醒了暗中还在冬眠的虫儿，沾了春雨的草木，枝枝叶叶纵横舒展，大自然一片勃勃生机的景象油然
而生。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诗人挥笔写下“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
43

宇阔，皎皎川上平”
， 诗人与景物浑然一体，使得笔下的景物更是扩大。
《和郭主簿》之二中的“和
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 芳菊开林耀，青松
44

冠岩列”
， 诗人用“芳菊”
、
“青松”
、
“露凝”、“逸峰”等等比喻芳洁贞秀洒脱高洁的品格与节操。
不难发现在大多数陶渊明的田园诗歌中，诗人总是以平淡自然的笔调，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幅美好
质朴、包罗万象的田园风光图，虽看似平淡，但经过诗人脱俗的笔调、优雅的抒情后却变得异常静
谧、美好。时而借助景物赞美自然,渲染气氛,时而以物喻人，抒发个人情怀。折射出诗人对官场的
厌恶。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也充分展示了诗歌言志、言情的功能。这些在我们看来再寻常不过的景物
却在诗人陶渊明的笔下展现出不同的意境，可以说是陶渊明赋予了这些山水草木不同的内涵，而与
此同时，这些平凡的农物、山水、动物也都诠释了陶渊明的归隐后的人生态度以及思想寄托。

五、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一）在国内文坛的地位及影响
陶渊明的田园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大财富，为我国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在其影响
39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7 页
年 6 月版，第 15 页
41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27 页
42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22 页
43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15 页
44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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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到了唐代还出现了“田园诗派”这种文学流派。陶渊明田园诗在思想上、在艺术上都留给后世
无限宝藏，特别是在描写乡村景物和田园生活上，独具一格，以其质朴自然的画面感，给读者以优
美静谧的享受。在他的作品中，田园、劳动看似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第一次表现出了其高雅的美
学价值。他开辟的田园诗歌传统，给后来的众多诗人以启发。唐宋以来，如唐代的王维、孟浩然、
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以及宋时的范成大等文人大家，都不同程度上延续、发扬了陶渊明的田园
诗。
俯瞰历史长河，往往会发现陶渊明在中国文人士大夫心目中无疑是其精神上的一个寄托、心灵
上的一个支柱，或仕途失意，或厌恶封建黑暗官场的时候，文人们则会想到脱俗归隐的陶渊明，然
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感悟和思想价值，并借以慰藉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
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历代文人士大夫在精神领域的座右铭，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
们心目中最为脱俗高雅的境地。 此外，在中国文学史上大量喜爱写饮酒的诗人莫过于说是阮籍，而
陶渊明是继阮籍之后写大量饮酒诗歌的诗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喜爱用醉酒来抒发自己的
45

各种情绪。他的《饮酒》二十首就以“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 来描写黑暗社会势力及统治阶级
的迂腐无能，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反映仕途的险恶，抒发自己在仕途中的不满牢骚，表明自己归
隐田园后，享受这静谧闲适的生活方式。除此之外。在《桃花源记》里，诗人以美好的桃花源为景，
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的社会，反映了诗人对平淡生活的向往。而桃花源则成了诗人理想的归隐之
所。陶渊明创造的桃花源也就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恒久的典故，为历代诗词文赋所征用。从陶渊明
的田园诗的数量上就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及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
感情。同时也表现了诗人对桃花源式的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在门阀制度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
陶渊明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能挥笔写出这样的诗句，在文学史上显得异常可贵 。
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是一个经典，他胸襟洒脱,品性高洁, 生活脱俗,对田园生活的热爱,
对美好社会理想的追求,这种精神早已成为历代无数文人士大夫的榜样，成为其或诗或赋的创作动
力。他归田园居的生活就是对黑暗社会现实的不满、不愿与其同流合污的一种表现。此外，诗人在
农村田间地头长期参与农务耕作，和劳动人民也产生了身后的感情，更能清晰的看到黎民百姓所生
活的世界之疾苦，在他的诗歌中描写与劳动人民共同耕作、共同商讨农事的句子频繁出现，这已经
是陶以前的一大突破，而再加上他那质朴自然的写作风格,高雅脱俗的人生境界,他的田园诗歌成为
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宝贵资源,更成为后世丰富、发展文艺创作,学习和借鉴的源泉。如杜甫说:"
46

焉得思如陶谢手。" 可见其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陶渊明所开创的田园诗,为古典诗歌领域打开了新
的一扇门。后形成了田园山水诗派这一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之后历代出现的“拟陶”,“和陶”都
是沿袭了陶渊明的田园诗，陶渊明不愧为我国杰出的大诗人。
（二）对亚洲国家产生的影响
以日本为例，二十世纪以来，陶渊明的田园诗成为全世界文人学者的研讨对象。其中，日本在
对陶渊明的田园诗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引起了多国学者的注意。自明治维新以来，汉学家们取其
精华弃其糟粕，不断吸取各国优秀的文化，以新式的研究、批评方法来认识陶渊明的田园诗。
早在公元 751 年日本学者就已经收录陶渊明的田园诗用来进行研究，其中以《怀风藻》收录的

45陶渊明著，
《陶渊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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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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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广泛，而另在奈良朝(710- 785)时期，《陶渊明集》已在日本广泛流传，陶渊明的田园诗成为
日本诗人摹仿的样式。明治维新(1868)后，在研究陶渊明领域中，比较著名的日本学者相继涌现，
比如宫畸湖处子、夏日漱石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随着深入研究陶渊明田园诗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的发
展，大矢根文次郎在其著《陶渊明研究》中，专列“日本文学与陶渊明”一编，指出：“陶渊明的
作品自古代传入日本直至今日，其影响虽然时有消长，但各个时期的诗人、文人和画家，都为其恬
淡高洁的品格所倾倒，怀着无限的思慕接受其诗文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渗透到自已的创作中去”。
47

由于陶渊明田园诗具有东方诗人的特征，所以他的作品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为我国各个时

期的文人提供如此丰富的营养，这在日本文学史上应该说是罕见的。
48

除此之外，在韩国和朝鲜,陶渊明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另外，美国当代著名诗人罗伯特.
勃莱对中国晋唐山水田园诗尤其是陶渊明的田园诗情有独钟。他对陶渊明的田园诗歌进行改写，经
过他的改写发出一种异域风味，凸显自己的诗学主张和精神追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陶渊明的田园诗深刻的思想价值，质朴自然，平淡清新，语境含蓄
而深远的艺术特色，以及在中国文学史、亚洲国家文学史上杰出的地位，都对于我们后人批判地吸
收古典文化瑰宝，更好地为当前的现实创作服务，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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