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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谢灵运会稽时期山水诗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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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谢灵运会稽时期山水诗表现出三个明显的特色。把山水林泉、湖光山色中感受到的妙理玄趣写

入笔底，将老庄玄理和山水清音融为一体。不仅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山水美景，且能

够从平易中透出韵味，笔触特剐细腻。以游踪为线索，将感情的变化贯穿其中，或隐或显多层次多角度刻画

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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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写景并不自谢灵运开始，在他之前的玄言

诗以及山水成分很多的兰亭诗中，就有大量的山水

景物描写。这些诗中的山水主要还是作为体道悟玄

的载体出现。至谢灵运则把山水大量自觉地运用于

诗歌中。其作品神虽通而貌迥异，构思精巧，为中国

山水诗的发展奠定了艺术基础。王士稹评日：“迨元

嘉间，谢康乐出。始创为刻匾山水之词。务穷幽极

渺，抉山谷水泉之情状，昔人所云‘庄老告退，山水

方滋’者也。宋齐以下。率以康乐为宗。至唐王摩诘、

孟浩然、杜子美、韩退之、皮目休、陆龟蒙之流，正变

互出，而山水之奇怪灵困。刻露殆尽；若其滥觞于康

乐，则一而已矣。”Illll5

谢灵运的山水诗．人们多注意永嘉时期的创

作。永嘉的山水诗在谢灵运创作中当然占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如前所述，谢灵运一些著名的山水诗作

品，如《登永嘉绿嶂山》、《游岭门山》、《登池上楼》、

《登江中孤屿》等，都作于永嘉时期。

但是．也有很多山水诗是他在会稽时写下的。

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田南树园激流植援》、《从

斤竹涧越岭溪行》、《由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等

等。由此可以看出，隐居会稽是谢灵运山水诗创作

的重要时期。

更重要的是谢灵运山水诗的一些重要特色。在

他的会稽时期创作中都有突出体现。

会稽时期写的山水诗，和永嘉时期的山水诗相

比，更带有一种闲适的情调。在永嘉，山水游历是因

“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邀”，宣泄政治郁闷的成

份很多，这时期的作品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宣泄的

情绪在内。谢灵运在会稽游历的心境和在永嘉不

同，他以“有终焉之志”的心态在会稽交游，对山水

的态度不是宣泄而是观赏，游历的范围遍及会稽的

每个角落。与他交游的多为隐士。“四友”之间又以

“文章赏会”，互相切磋。可以这样说，会稽隐居是谢

灵运心无旁骛，全身心地创作山水诗的重要时期。

他的作品被当时士庶争相效仿，甚至“名动京9币”。

这些都是具有“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f删
特质的山水诗篇。在永嘉，他每每提及“羁旅”、“羁

心”，显然是以异乡人自居。异乡的山水未尝不美，

但总不能平心静气地欣赏，因为他放不下那颗异乡

的心。他必须不停地寻觅、开辟，“晨旦索幽异，放舟

越迥郊”．似乎只有那些幽深特异的地方才能让他

躁动的心暂时安顿下来。而回到始宁。一切都不同

了，那里是他的家，不必匆匆寻觅，大可从容玩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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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笔触不再那么促迫、焦急。而是变得舒展、轻

快起来。《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云：“昏旦变气候，山

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儋忘归。出谷日尚早，

人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

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没

有迷踪的深林，没有幽峭的峡谷，一塘荷花，几丛菱

角。再点缀些许水草，就足够让诗人消磨一天的了。

不必苦苦求索幽异，普通的晨昏变迁皆能使人悟出

山水的情味。这样的作品在其他时期是找不到的。

谢灵运在始宁曾居于田南。元人刘履在《选诗

补注》卷六中说：“灵运既l-居田南，时复泛舟湖上，

往游旧居。”f珊由此可知，这是他隐居田南时写的一

首颇有田园意味的诗作。近处树槿为墙，远处几抹

青山。门前江水流过，时有清风袭来。这景色，比之

永嘉诸作，确乎平易多了，可读来却格外有味。关键

在于作者是以故园心眼把玩家山风光，自然少了一

丝焦灼，多了一份安逸。“中园”句极写居所远离尘

世的清静空旷。“激涧”以下八句则写他在田南辟园

插篱、汲水种植、幽栖养病的生活情形。与在会稽

“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

孔淳之等放纵为娱，有终焉之志”的心趣相投。最后

四句表达愿望，那就是与友交结赏游，清心修养，以

达到老庄物我皆一的境界。整首诗洋溢着尽山水之

乐的轻松愉悦。是谢灵运隐士情怀的真实写照。

一、寓玄理于山水

山水寓道，把山水林泉、湖光山色中感受到的

妙理玄趣写入笔底，把老庄玄理和山水清音融为一

体。是谢灵运山水诗的特色。这一特色，在会稽山水

诗中有突出体现。

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昏旦变气候，山水舍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谵

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

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

悦偃东扉。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

试用此道推。

石壁．为东山之一峰，在今浙江上虞县上浦一

带，这是写会稽山水的名篇。同样是全景描绘，细腻

勾勒而又清朗澄澈，而“清晖能娱人，游子儋忘归”

将入在观照山水时冥合自然的玄理，化为山水能娱

人心性的乐趣，使得枯燥的玄言变成了富有理趣的

诗境，出语潇洒隽咏。他又说：“虑澹物自轻，意惬理

无违。”一时心情的烦忱被玄理扫荡而尽，在自然景

物面前，是心与物契、情理一致。

如《登石门山最高顶》：

疏峰抗高馆，对岭临洄溪。长林罗户穴，积石拥

阶基。连岩觉路塞，密竹使径迷。

石门山在今浙江嵊县。诗人先是铺叙他在石门

山的见闻。远峰高馆、对岭洄溪、长林密竹、泉响猿

啼。一切都是那样的和谐安宁，我亦以虚寂之心应

之。在物我的回响交流中，物我、物物的界限被取

消．万物与我在一体同仁的状态中备徜徉自得，一

切如庄子所说的“相忘于江湖”，于是，世俗的一切

杂念荡然无存．生死荣悴也都化除。因此诗人后面

写道：“居常以待终，处顺故安排。”正是诗人于山水

观照中得到自我超越的心理写照。山水景物化为高

度思辩与心灵体验的对象物。诗中提炼的理语则是

他观照山水自然情感活动过程的抽象审美感受的

升华．体现出通过感应万物进一步把握“心”的虚明

恬淡。获得人生的解脱和感悟。

二、透韵昧于平易

谢灵运会稽时期山水诗的另一个特色在于，他

不仅淋漓尽致地刻画了那里“千岩竞秀，万壑争流”

的山水美景，更主要的是他的山水诗往往能够从平

易中透出韵味。笔触特别细腻。

不但模山范水毫厘毕现，而且特别善于捕捉时

光、节候幽微的变化。且以《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

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中的几句为例：“俯濯石下

潭，仰看条上猿。早闻夕飙急，晚见朝日暾。崖倾光

难流。林深响易奔。”观察之细微，铸句之警策，皆令

人叹为观止。“俯濯”一句，萧涤非先生曾评为“奇

绝”。“盖所谓俯濯，乃指猿影言，非康乐自濯也，此

旬虽在上，而其主格乃在下旬，康乐当系先见潭底

之影然后仰视耳，若此之类。非细参，便易抹煞前人

好处。”141培康乐诗心之细微，于此可见一斑。至于“崖

倾光难流，林深晌易奔”。更有惊心动魄的效果。陡

峭的山崖，无法挽留那最后一抹夕阳；树林深邃，即

连其中的声响也神秘起来，流转变幻，不愿为谛听

者少作停留。何等留恋，何等孤寂，种种心绪都在这

精细的叙写中跃然纸上。

三．交代游踪多重刻画

谢灵运山水诗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注意交代游

踪，以游踪为线索，将感情的变化贯穿其中，或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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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多层次多角度刻画山水。这一特点在会稽山水诗

中也有突出表现。

如作于会稽的《过始宁墅》：·

束发怀耿介，逐物遂推迁。违志似如昨．二纪及

兹年。缁磷谢清旷，疲茼惭贞坚。拙疾相倚薄，还得

静者便。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山。山行穷登顿，水

涉尽洄沿。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

绿筱媚清涟。葺字临回江，筑观基曾巅。挥手告乡

曲，三栽期归旋。且为树粉横，无令孤愿言。

始宁是谢灵运的祖居庄园。这首诗是谢灵运被

贬永嘉途中回会稽稍住时写的，是他现存较早的一

首写于会稽的山水诗。诗的前四句反复陈述自己本

性耿介，进入仕途有违初衷，对自己没有坚持初衷

感到惋惜。紧接着开始写景。在“白云抱幽石，绿筱

媚清涟”的景象明丽清净中，诗人又很自然地转入

到归隐之想。这样，全诗由情到景再到情，作者的郁

闷之情，潜注于精美的景物描写之中，形成了由情

到景再到情的表现形式。

在谢灵运创作于会稽的一些作品里面。我们感

到，诗人明显地“动”了起来。诗人不再从单一的视

角张望，仿佛自己游离于景物之外，相反，作者走进

’画中，让自己成为山水的一部分。比如《由南山往北

山经湖中瞻眺》：

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峰。舍舟眺迥渚．停策倚

蔑松。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倪视乔木杪，仰聆

大壑灌。

谢灵运在会稽有南山和北山两处居所。《山居

赋》云：“若乃南北两居，水通陆阻，⋯⋯大小巫湖，

中隔一山。然往北山，经巫湖中。”又说：“南山是开

创卜居之处也。从江楼步路，跨越山岭，绵亘四野，

或升或降，当三里许。”可见其面积是相当大的。这

首诗就是谢灵运游南北山居后写的。在这里，舍舟、

停策、俯视、仰聆。不再是单纯的眺望，作者越来越

深入山水之中，他的行动也因而成为契合周遭景物

的重要因素。

再如《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逶迤傍隈映．迢递陟陉岘。过涧既厉急。登栈亦

陵缅。川渚屡径复，乘流玩回转。⋯⋯企石挹飞泉，

攀林摘叶卷。⋯⋯

谢灵运在《游名山志·会稽郡·神子溪》中说：下

申子溪，南山与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涧数里。”南山

有谢灵运的居所，因此，斤竹涧当离他的别业不远。

该诗作于会稽。描写的是斤竹涧周围的山水景物。

全诗写沿溪而行的所见所想，思古忧独，最后又用

玄理自我解脱。起笔先刻画了晨初幽微中渐显明丽

的景物。萌动游兴，接着以叙述方法先写越岭，再写

缘溪，排笔而下。峰回溪转后，忽见“葫萍泛沈深，菰

蒲冒清浅”，别开一番清秀开朗景象。于是佳兴飞

动，浮想联翩，“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想见山阿

入，薜萝若在眼”，惟自然美景为我真赏，世事万物

均为外累，终于超升到庄子所云的同物我，一是非

上。出游前迷悯而渴望冲破这种迷惘的心境，蕴藏

在起笔那幽微中渐见的明丽仕境中。诗中，作者与

山水有了情感交流。他要亲身体验山涧的厉疾，栈

道的绝险。他非但攀林摘叶，亦且企石挹泉。他与自

然变得分外亲昵。交待游踪也不再只是“例行公

事”。而是成为推进作品的必要手段。这是会稽时期

山水诗的重要特色。

最能体现谢灵运按游踪创作山水诗的作品是

《登临海崤初发强中，作与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共和

之》四章。不仅如此，谢灵运在会稽的山水诗所具有

的三个特点也体现在该诗之中。诗云：

杪秋寻远山，山远行不近。与子别山阿，含酸赴

修轸。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顾望肛未帽，汀曲

舟已隐。 ．

隐汀绝望舟，骛棹逐惊流。欲抑一生欢，并奔千

里游。日落当栖薄，系缆临江楼。岂惟夕情敛，忆尔

共淹留。

淹留昔时欢。复增今日叹。兹情已分虑，况乃协

悲端。秋泉呜北涧，哀猿响南峦。戚戚新别心，凄凄

久念攒!

攒念攻别心，旦发清溪阴。瞑投剡中宿，明登天

姥岑。高高入云霓，还期那可寻?傥遇浮丘公，长绝

子徽音。

《游名山志·会稽郡·强中》云：“桂林顶，则嵊尖

强中。”《宋书》本传载谢灵运于元嘉五年再度辞官

回会稽时，与朋友们“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

次年“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

人”。由此可知，这首诗作于谢灵运在会稽的那次远

游。从诗的题名来看，是与“四友”的“赏会”之作。

诗首章描写在强中与惠连等依依惜别的情形，

强中在嵊县。“酸”喻指离人心中的凄苦滋味，“修

畛”指旅途的漫长，和下章的“千里游”同义。诗人痛

苦的不是长途漫漫。而是伤心如此消遥游历的路途

中，好友却不能相随。次章转入对旅途经过的叙述，

也有对与友人在一起“淹留”的追忆。第三章，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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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情．借途中秋天的景物抒发对友人的思念。作者

选取了北涧的“秋泉”和南山的“猿鸣”，写出了秋天

的肃杀。最后一章转写与强中以后行程的安排。“攒

念攻别心”是说萦绕难去的旧时思念和新近离别的

愁苦心情纠缠在一起，“还期那可寻”抒发了对日后

与友人难以再见的担忧。

全诗以别情为情感暗线，以行程为明线，情景

交替，抒发了谢灵运对友人深厚的依恋之情。综观

整篇作品，毫无玄理，仅有的一点玄言的影子出现

在篇末，“傥遇浮丘公，长绝子徽音”。浮丘公是接

王子乔登山成仙的人。《列仙传》载：“王子乔好吹

笙，作风凰鸣，游伊洛之间，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

山。”印也只是用来表达对友人的追念赞慕，寓情于

其中，完全没有东晋以及永嘉时期山水诗中玄言的

枯燥无味。

由于将游踪纳入通篇的布局之中，谢灵运的山

水诗笔调更加迅捷，富于动感，诗中景色因而产生

了流转不息的韵律之美。也正由于有了一以贯之的

线索，作者能够更好的从宏观上把握山水，笔下的

山水给人以混融的感觉。

谢灵运山水诗思想艺术特色的形成，既有文学

发展的内部原因，也有外在的个人经历、历史文化

等方面的原因。就文学内部而言，谢灵运山水诗的

成就，离不开前代诗歌创作的积累，其中包括山水

诗萌芽时期的艺术经验，无疑给谢灵运的山水诗创

作以丰厚的艺术营养。就个人经历而言，永嘉时期

的山水之游，无疑也是激发他山水诗创作灵感的一

个重要因素。但是，最值得重视的是，不能忽视会稽

的历史文化氛围对其山水诗的作用。谢灵运生于斯

长于斯，在这个文化氛围中度过了他童年的重要时

光。两次隐居会稽，会稽的秀丽山水，那种自然美的

氛围，深深地浸染着他。东晋人在会稽的山水之游，

清谈之风'冈0刚过去不久。佛教也好，道教也好。清

谈也好，会稽都是一个兴盛之地，谢灵运的祖上就

是在会稽这片土地上隐居清谈，谢安他们都是。这

不能不给谢灵运以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氛围中，他

接受玄学佛学思想，在山水诗中融入玄理，在诗中

表现优游闲适情思，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细细的探求

山水诗歌的各种表现手法、艺术技巧。都是很自然

的。会稽文化氛围是谢灵运山水诗成长的丰厚土

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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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eatures of Xie Lingyun's Landscape Poetry during his Stay in Kuaiji
Chu YOUCH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4 1，China；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Ma'anshan Teacher's College，Ma'anshan243041，China)

Abstract：Xie Lingyun's landscape poetry during his stay in Kuaiji is characterized by three distinct

features：first，he wrote about the profound philosophies and metaphysical pleasure he perceived from the

landscapes，and turned Laozi and Zhuangzi's metaphysical philosophy and the landscape beauty into an

integral whole；second，he not only vividly depicted the landscape of”a thousand cliffs vying for beauty

and ten thousand streams competing for paths”，he could also present charm out of seemingly ordinary

objects with exquisite description；third，with his travels as the thread，he followed his owrl emotional

changes in his poetry，and distinctly or indistinctly depicted the landscape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on

different levels．

Key words：Xie Lingyun；Kuaiji；landscape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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