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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白咏物诗创作背景及动机比较

牛海蓉 赵星柯

（湖南大学，湖南、 长沙市，410082）

摘要：元白同年登科，他们有着大致相同的仕途经历。虽然是同一时期的文人，但他们二人秉承的价值观
念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白居易奉行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观，而元稹则坚持“达则
济亿兆，穷则济毫厘”的价值取向；元稹和白居易虽都生活在传统的官僚家庭，但是他们从小生活环境也
有很大的差异，仕途受挫后心态也诸多不同；元白虽同朝为官，但政治思想也存在很多差异，这些都是影
响他们咏物诗创作的重要因素。相同的文学理念和政治主张是他们共同的创作动机，但是相较而言，白居

易咏物诗的创作动机更为明确和简单；而元稹咏物诗的创作动机则更为复杂和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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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元白咏物诗创作背景比较

元白的咏物诗歌和他们的仕途生活息息相关，大都是他们在不同阶段价值观和心态的反映。关于元白

的咏物诗歌从总体上来看可以分为两个类别，一种是以咏物来抒发他们内心的情感，或心情舒畅、或怀才

不遇、或因贬谪而引发的悲哀愤恨以及其他一些人生体验；第二种是元白以咏物诗作为他们干预现实的一

种手段，借咏物诗来揭露社会弊端，反映社会现实。这两类咏物诗中，第一类展现了诗人的心路历程，第

二类继承和发扬了咏物诗的讽喻传统，拓展了咏物诗的表现领域，具有很高的审美和社会价值。

白居易咏物诗占其诗歌相当大部分，而且几乎伴随其生命的始终，与其仕宦关系极为密切。同时从白

居易后期的咏物诗可以看出诗人政治思想及其心理的变化历程。总的来看，白居易到洛阳时期，已有退出

朝堂之心，对仕途也已经心灰意冷。

而元稹则不甚相同。虽然元稹出仕为官的时间里，在朝廷权利中心的时间极短，大多数时间都是被贬

至州郡的，但是他的仕进之心终其一生都没有消退。他认为，身为男儿，理当在官场中大展宏图，如果遇

到挫折或者恶势力，也应该有抗争的精神，而不是畏缩不前。可以说，和白居易后期渴望归隐的心态相比，

元稹的一生都是执着于功名的。

下面以白居易和元稹的仕途际遇为标准，把元白咏物诗的创作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随后以此为

线索，探究二者咏物之作的写作背景并进行比较。

一、相同点

（一）同跃龙门、志得意满

元稹和白居易都出生于书香门户，他们的长辈也都曾在官场任职。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元稹和

白居易从小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都希望在自己的努力下能够入朝为官，实现他们的理想抱负。贞元十八

年，元稹和白居易在长安第一次相见。后白居易曾作诗《秋雨中赠元九》，在诗中作者说：“不堪红叶青

苔地，又是凉风暮雨天。莫怪独吟秋思苦，比君较近二毛年。”
①
作者因秋而思念友人，由此可见二人感情

之深厚。这时，白居易三十一岁，元稹二十四岁。

经过多年的苦读，元稹和白居易于贞元十九年参加了吏部考试，并且一同及第，被授予官职。

元稹和白居易在任满之时同时选择了应制举考试，元和元年四月，两人凭借自己的才华和机遇再次及

第，元稹授左拾遗，而白居易由于在文章中激进的言辞，仅授盩厔尉一职。

元和元年至元和四年这四年是元稹和白居易刚入官场的四年。在这一阶段，他们对仕途充满憧憬，对

政治满怀激情，对自己和国家的前途都充满着希望。这一时期，元白思想都较为激进，他们救时济事，不

畏权贵，但他们初涉官场时的锋芒逼人引起了当权者的厌恶，之后元稹于元和元年九月被贬为河南尉。

后宰相裴垍欣赏元稹敢于言事的作风，所以于元和四年，裴垍提拔元稹为监察御史。元稹任职监察御

史期间，并没有受之前被贬官的影响，反而一直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接连上书《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
②
和《弹奏山南西道两税外草状》

③
等。前者弹劾已经去世的剑南东川节度使严励非法圈地，后者弹劾山南

管内州府营私舞弊的行为。这一时期，元稹针砭时弊，在官场初露锋芒。

同一阶段，白居易虽在元和元年应制举考试中，仅被授盩厔尉一职。但由于他才华出众，当权者较为

欣赏，元和二年白居易就被升职为京兆府进士考官，元和二年又升为左拾遗。白居易担任左拾遗一职时也

①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1008.

②
（唐）元稹.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419.

③
（唐）元稹.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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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改变自己的政治信仰，敢于上书言事，他先后上书《论制科人状》
①
、《论王锷欲除官事宜状》

②
，前

者对当权者对牛僧儒等人的罢黜表示反对，后者揭露了淮南节度使行贿的行为。元和四年，元稹和白居易

借新乐府诗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对社会现实进行披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综上，元白自元和元年同跃龙门，开始了在仕途上志得意满的时期。他们敢于上书言事，不畏权贵，

对仕途有着美好的憧憬。以下以元白具体的咏物诗进行赏析比较。

元和元年至元和四年，白居易初涉官场，满怀激情，虽初尝官场苦涩，但对仕途依然充满着向往。这

一时期白居易的咏物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借咏物诗揭露社会现实，反映了白居易敢于干预现实的勇气，

属言事之作；另一类是借咏物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属言情之作。

第一类借咏物诗反映社会现实，这一类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君主的讽谏，其二是对地方官

吏恶行的揭露和讽刺。如《百炼镜》、《缭绫》等。

白居易在《百炼镜》中，对君主进行了讽谏。他用唐太宗的话对宪宗进行讽谏，即我们拿铜做镜子，

可以看出自己的衣服穿得是否整齐；我们以历史为镜子，可以明白王朝兴替的原因；我们以人作为镜子，

可以看清自己的是非对错。白居易借此诗来奉劝宪宗像太宗学习，希望他能够广开言路。

另一类是借咏物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属言情之作。

《折剑头》中云：“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
③
在诗中，作者称颂那种宁折勿弯的品格，同时也是

作者正直品格的折射，表达了白居易的志向。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白居易初涉官场，也是他的理想人格第

一次受到冲击，是他入仕之初的心理体验。

元稹在元和四年被贬洛阳之前和白居易一样，也是刚刚进入官场，对仕途满怀期待。这一时期具有代

表性的咏物诗是《牡丹二首》、《二韵合为王韵谈得松石》、《赋得春雨映早梅》、《题李十一修行里居

壁》、《压墙花》等。元稹的这些咏物诗歌感情真挚，韵味十足。如元稹的《西明寺牡丹》：

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风炫转紫云英。自从天女盘中见，直至今朝眼更明。
④

古往今来，描写和歌颂牡丹的优秀诗篇虽有很多，但元稹这首和之前吟咏牡丹的诗歌有所不同。在元稹的

诗歌中，没有像之前的诗人一般对牡丹的神态、姿色等方面进行详细的描写，而是把牡丹放在特定的环境

下进行描写，即描写月色下的牡丹。“自从天女盘中见，直至今朝眼更明”，表面上是写天上的神女，其

实是借天上的神女反衬牡丹之美，取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再如《赋得春雨映早梅》：

飞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梅。一枝方渐秀，六出已同开。积素光逾密，真花节暗催。抟风飘不

散，见晛忽偏摧。郢曲琴空奏，羌音笛自哀。今朝两成咏，翻挟昔人才。
⑤

元稹的《赋得春雨映早梅》中，“抟风飘不散，见晛忽偏摧”及“今朝两成咏，翻挟昔人才”，写春雨中

盛开的梅花，虽开放的时期较早，但是强风依然不能将它吹散。在这首诗中，诗人是借春雨中的梅花来表

达自己内心的感受，以物喻人。早梅在春雨中、在强风中依然坚持着生长就如同当时的作者一样，虽然入

仕之初也遭受了一点挫折，但是他内心依然乐观，对官场、对仕途依然满怀激情。

总的来说，元稹和白居易在这一时期初涉官场，虽遭遇到一点困难，但对政治依然是充满热情的。

（二）仕途受挫、关注创作

元和五年至元和十三年的八年是元稹和白居易仕途的低谷期，在这一阶段，他们屡遭贬谪，但是正是

他们波折的仕途经历成全了他们这一时期文学的繁荣。元和四年，元稹担任左拾遗时的大胆言辞惹来权贵

的嫉恨，于是元稹被赶出京城，被贬洛阳。同年七月，元稹妻子韦丛去世。但是元稹并未消沉，在洛阳就

职期间，他依然不改为官初衷，对地方官吏以权谋私的行为进行了大量的揭露，之后元稹被召回京城。后

元稹又因与宦官“争厅”之事，被唐宪宗以“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
⑥
为原因，与元和五年再次被贬江陵。

被贬江陵时期，对仕途和未来的迷茫和失望让元稹把重心放到了文学创作之上，借诗歌来抒发他内心的焦

灼之情。

元和十年，元稹自江陵回京，这时元稹还对仕途满怀着希望，他以为终于结束他的贬谪生涯了，可是

三个月之后，元稹再次被贬，任通州司马。被贬通州时期，元稹也并未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觉得自己

是正义的，并下定决心要做出一番事业。后他坚持查访并弹劾剑南东川节度使严励。后虽因为牵扯官员众

多，朝廷从轻处置，但依然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胜利。之后又触及到了当权者的利益，元稹再次被贬洛阳。

从元和五年至元和十五年这十年期间，元稹的咏物诗有：《箭鏃》、《大觜鸟》、《蔷薇架》、《和

乐天感鹤》、《和乐天折剑头》、《桃花》、《有酒二十章》、《后湖》、《洞庭湖》、《競舟》、《苦

①
顾学颉.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1230.

②
顾学颉.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1240.

③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60.

④
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78.

⑤
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54.

⑥
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 174..北京：中华书局，1975 ：52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4%99%E4%BB%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7%95%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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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春月》、《月临花》、《红芍药》、《送王十一南竹》、《西斋小松二首》、《感石榴二十韵》、

《夜雨》、《和乐天高相宅》、《和乐天刘家花》、《紫踯躅》、《山琵琶》、《和乐天题王家亭子》、

《榴花诗》、《田野狐兔行》、《巴蛇》、《蛒蜂》、《蜘蛛》、《蚁子》、《红荆》等。在这些诗歌中，

元稹或对社会上的不法之事进行深刻揭露，或通过咏物诗歌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

如《山竹枝》：

深院虎溪竹，远公身自栽。多惭折君节，扶我出山来。贵宅安危步，难将混俗材。还投辋川

水，从作老龙回。
①

在《山竹枝》中，作者借山前的竹子自喻，“贵宅安危步，难将混俗材”，作者说他虽在尘世见惯各

种随波逐流和为自己利益与世俗同流合污之人，但是依然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

元稹性格刚毅，无畏权势，至于贬谪、诬蔑、谩骂，都不能动摇他的决心。他在古诗《思归乐》中亦

抒写了此时的心情，诗中写道：“我心终不死，金石贯以诚。此诚患不至，诚至道亦亨。微哉满山鸟，叫

噪何足听！”
②

元稹说自己的心坚定如金石，不管别人如何选择，他都会坚定自己的信念。至于官场上那些为了权利

随波逐流的小人就让他们自己乱叫去吧，他一定不会向权贵者屈服。但正是由于他对宦官以及朝廷中不法

行为的大胆讽刺，又让元稹再次被贬通州，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被贬生活，直到元和十四年才再次回到京

城。

元和五年到元和十五年这一阶段里，元稹的仕途颇多波折，白居易在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元和

五年至元和十年，白居易在长安的政治斗争之中，从元和十年开始，白居易被贬江州，和元稹一样，至元

和十五年白居易才被调回苏杭。

元和五年之时，白居易已经见识到了官场的险恶，对官场也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热情，之后又见自己好

友元稹遭受到的不合理的待遇，他对政治愈发厌倦。元和六年，他离开京城，之后再次返回长安，可依然

被安置在朝廷的政治中心之外。这样，对仕途满怀热情、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两位诗人只能远离官场，以文

自娱。

元和十年六月，任职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虽远离政治中心，但依然关心国事，后上奏希望严查宰

相武元衡被贬一案，此事触及到了当权者的利益，所以他们诬告白居易在其母亲丧期之时作《赏花》等诗，

后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四年后又被授忠州刺史，一年后又被召回长安。这段屡遭贬谪的经历，

使白居易的内心受到了诸多煎熬，他满怀政治抱负却无处施展，内心相当的苦闷。所以在白居易被贬江州

忠州之时，他在诗中抒发自己的情感，写出了较多的咏物诗。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浔阳三题》：《庐山

桂》、《滋浦竹》、《东林寺白莲》以及《放鱼》、《赎鸡》、《鹦鹉》、《蚊蟆》等。

作者在被贬江州、忠州时期所作的《放鱼》颇具有象征意义。《放鱼》这首诗实则是讲了一个故事：

两条置于地上的鱼，命运已然注定，不是死于刀下就是被蚂蚁分食，作者看到地上这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

两条鱼，顿时燃起了悲悯之心，于是把他们于南湖放生。作者说地上的鱼，“脱泉虽已久，得水犹可活”
③
，

这句话作者实则也是在说自己，作者放生地上两条无助的鱼是出于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态。同时作者

说：“施恩即望报，吾非斯人徒。”在诗尾作者说不图鱼儿回报，也是诗人为寻得一种心灵的慰藉。

接着白居易即开始了在苏杭的任职生涯。在这一时期，白居易虽任职苏杭名郡，但内心依然是苦闷的。

这一时期他所作的较为著名的咏物诗有《枯桑》、《山锥》、《赠沙鸥》、《双石》、《题笼鹤》、《东

城桂》等。如《题笼鹤》中：

经旬不饮酒，逾月未闻歌。岂是风情少，其如尘事多。虎丘惭客问，娃馆妒人过。莫笑笼中

鹤，相看去几何？
④

《题笼鹤》中作者说他好几个月没有喝过美味的酒，也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过悦耳的歌声，不是说自己对这

些不再感兴趣，而是俗事太多，已然没有闲暇的时间来风花雪月。后作者又提到不要笑话笼中被禁锢起来

的鹤，和被圈养在笼子里的鹤相比，我们又有多少自由，又好到哪里去呢？作者在这里是借鹤来表达自己

内心的苦闷，自己虽没有像鹤一样被笼子圈养起来，但是并无甚区别。他认为自己被安置在苏杭，远离京

城，其实和关在笼子里并无不同，表现了诗人内心的压抑和苦闷。

白居易《枯桑》中云：“皮黄外尚活，心黑中先焦。”
⑤
这句话是说道路旁的老枯树虽看起来皮黄但是

还是存活着的，实则是告诫我们要是从事物的外部条件来寻求内理，颇具警示意义。总的来说，白居易身

在苏杭大郡，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较为光鲜，但是远离京城，作者并没有可以施展自己理想抱负的空间，所

以内心依然是焦灼的。

①
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221.

②
（唐）元稹.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1.

③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130.

④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1879.

⑤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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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元和五年至元和十四年是元白仕途受挫的十年，在这一时期他们远离政治中心，作出了较多的

咏物诗篇，成就了他们这一时期文学的繁荣。

（三）事业巅峰、短暂辉煌

元和十四年始，元稹和白居易逐渐结束了他们长期的贬谪生涯，迎来了他们仕途的巅峰，特别是元稹，

经历了几番贬谪之后终于得到赏识，所以们对仕途也重新燃起了斗志和希望。但是这时的元稹和白居易人

生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且这样的好景到长庆二年就结束了。

长庆元年，元稹被授予翰林承旨学士，后更官至宰相。十月十九日，白居易迁为中书舍人。长庆二年，

元稹时年 44岁，同平章事，达到了官宦生涯的顶峰，实现了文人的终极追求目标。

这一时期元稹的咏物诗创作有：《题翰林东阁前小松》、《第三岁日咏春风，凭杨员外寄长安柳》、

《杏花》、《树上鸟》、《予亦宴镜湖南亭因述目前所睹以成酬荅》、《和乐天重题别东楼》等。

元稹在《题翰林东阁前小松》中写道，“檐碍修鳞亚，霜侵簇翠黄。唯馀入琴韵，终待舜弦张。”
①
在

这首诗中，作者把目光放在了翰林东阁前的松树上，借小松的“终待舜弦张”，来表达自己终于守得云开

见月明的喜悦。这时作者终于结束了多年的贬谪生涯，重返政治中心且身居要职，所以他此刻内心是喜悦

的，充满着昂扬和自信的。

白居易于长庆元年也升迁为中书舍人，这一时期他创作了较多的咏物诗，如《玩松竹二首》、《庭松》、

《竹窗》、《客中月》等。

白居易的《竹窗》作于长庆元年，是作者结束了长期的漂泊羁旅生活，返回长安之后所作。诗中云：

“是时三伏天，天气热如汤。独此竹窗下，朝回解衣裳。”
②
这句话表现出了作者在炎热的天气里，从朝堂

上回来，坐在他自己修缮的住所，望着窗边的竹子，内心的惬意和满足。

综上，这一时期元白结束了长期的贬谪生涯，重回朝廷政治中心，但是时间相当的短暂。

（四）再度被贬、晚年创作

元稹在较短的时间内位居高位，和大家习以为常的官员晋升渠道之间的较大偏差引来了很多人的质疑

和嫉恨。长庆二年，元稹被诬告为其官场前途刺杀裴度，后元稹和裴度皆被罢官，元稹再次被贬通州，任

通州刺史。

这时的白居易虽远离政治中心，但依然关心国事，后见唐军围攻王廷凑一直未取得结果，后上书自己

的建议，但并未采纳。当时年过五十的白居易见证了官场的黑暗、国事的荒废和百姓生活的困顿，可是自

己的满腔抱负却无处施展加上自己好友元稹再次被贬出京，白居易心灰意冷并决定远离官场，选择“独善

其身”。后白居易上书请求外放，长庆二年七月被授予杭州刺史之职。

长庆二年之后，元稹先后任同州刺史、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等职，直到他逝世，也没有再次回到京

城，后被贬至武昌。至大和五年元稹暴病离开人世，时年五十三岁。

在元稹离开政治中心的这几年时间里，他先后被授予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这

一时期他仍作了大量的咏物诗，如下：《说剑》、《塞马》、《郵竹》、《落月》、《高荷》、《夜池》、

《新竹》、《饮新酒》、《香毬》、《古寺》、《折枝花赠行》、《琵琶》、《南家桃》、《石榴花》、

《蔷薇》、《夜花》、《咏李花》、《拗花》、《山茶花》等。

但是仕途的不顺并没有使作者心灰意冷，再次由身居要职被贬出京城也没有使作者放下他对仕途的向

往。所以同年元稹又作了一首《新竹》。诗中说，已然透出翠绿色的新竹，其实它的苞叶才刚刚脱掉，新

竹的枝干上铺满了竹粉，清风吹得它沙沙作响，竹叶透过阳光，散散的排成一排，但是“惟有团团节，坚

贞大小同”
③
。诗人说，大大小小的竹叶，团成一团，坚贞是没有区别的。作者写新竹实则是在写自己，用

新竹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无论自己是否身居要职，无论自己有多大能力，但是他一直都坚持着自己的信仰，

他也不会向黑暗势力屈服。

总的来说，元稹的一生，受到了佛道两家思想的熏陶，但是儒家思想却是元稹为人处世的标杆。他的

一生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终其一生都在为国为民而坚持。

在元稹从身居要职到被贬武昌直至逝世的这一段时间里，白居易则慢慢改变了他的政治理想，不再执

着于功名，他试图摆脱复杂的政治漩涡，希望过上隐居的生活。

在洛阳时期，白居易已经步入晚年。这一阶段，白居易经历了两件对他有着重大关系的事件。第一是

大和九年的甘露事变，那个时候官场复杂，党争越发激烈，这个时候的白居易已经不想卷入政治漩涡之中，

他自称“人间了事人”。但是官场仍有人记得他，后白居易拒绝了权贵的重用。另一件事件是白居易后任

职刑部侍郎时，宪宗也想要再次重用白居易，但是李德裕认为白居易重病不堪重用，加上白居易也慢慢失

去了仕进之心，自称病鹤，一时引起了世人的大量关注。在这一时期白居易也作了诸多咏物诗来表明心志，

较为著名的有：《问鹤》、《代鹤答》、《禽虫十二章》、《池鹤八绝句》等。

白居易在《问鹤》中表达了自己当时对仕途的看法，他在诗中说鸟、鸢、雀为食物和巢穴互相争执，

因为如果没有食物和巢穴，在寒冷的冬天是难以生存下去的。但是白居易紧接着说：“尽日踏冰翘一足，

①
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856.

②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890.

③
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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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鸣不动意如何。”
①
作者说尽管被冰冻，尽管要忍受寒冷，也不愿像鸟和雀一般为了食物和巢穴闹得不可

开交。白居易在诗中正是以鹤自喻，说自己宁愿饥寒交迫的过日子，也不愿再加入朝廷的党争之中，说明

作者对仕途已经不再执着，他寻求的不过是一片安宁的栖居之地。

同样的，在《代鹤答》中，作者再次强调了自己的想法和志向，“何如敛翅水边立，飞上云松栖稳枝”
②
，尽管朝堂之中，他的孤傲清高也引起了当权者的反感的情况下依然有人想要把他拉入他们的争斗之中，

但是白居易已经认清了官场的现状，也不愿在仕途多做挣扎。所以他在《代鹤答》中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想

法，在他看来，那些互相争执的鸟、雀和朝堂中争权的人一般，自己和他们不是一路之人，也不愿和他们

同流合污。作者所期待的只是和他们划清界限，然后过上闲适的生活。

总的来说，虽然这一时期元白在经历官场的种种沉浮之后，他们对待很多事情的选择有诸多的不同，

但是他们创作咏物诗的大环境是相似的。

二、不同点

（一）元白一生主导思想的不同

从整体上来看，贯穿白居易仕途一生的主导思想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入仕之初，

他敢于言事，知无不言，认真的做好自己的工作，一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二来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这一时期白居易也作了很多的咏物诗，咏物诗的内容涉及到了很多方面，有讽刺地方官吏甚至直指皇

帝的，有借咏物抒怀的，还有一部分是借咏物说理的，这时候的白居易奉行的是他“达则兼济天下”的政

治信条，他不畏权势，为国为民。

正如他在《折剑头》中写到的，“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
③
但是仕途

并非一帆风顺，政治的复杂性也不是刚入官场的他所能想象到的，接连被贬的经历让白居易对自己的政治

理想产生了怀疑，但是他并未放弃对仕途的追求。然而贬谪江州以及苏杭的时间太久，他满怀政治抱负却

无处施展，内心相当的苦闷，所以随着白居易在仕途的长期体验，他开始转变了自己的想法。他开始把仕

途的不顺和坎坷的经历归结为命运的安排并且萌生了退隐之意。他更是在《代鹤答》中云：“何如敛翅水

边立，飞上云松栖稳枝。”
④
之后直接上书求取闲职，后定居洛阳，开始了他半隐居的生活，走向了“独善

其身”。

而元稹则不同。中唐社会颇多动荡，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士人们都在努力确定自己人生的方向，并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造社会，希望政治越发清明，国家越发强大，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同样的，元稹也

是满怀着激情踏入官场的。他认为：“谋道不择时”
⑤
、“济人无大小”

⑥
。这些看法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

元稹对功名的渴望，同时也表现了他对普通百姓的关怀。入仕之后的元稹表现是积极的，无论他处在宰相

之位抑或是被贬到荒凉之地，他都坚持干预现实、反映时事。

“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是贯穿元稹一生的主导思想。他的政治热情和白居易相比更为激进，元

稹的一生都致力于仕途，直至去世。无论遭遇怎样的困难，元稹坚持揭露社会上种种不法之事，不因对象

的高低贵贱而有所改变。元稹“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的自我要求并不是空谈，而是他一生努力追求

的。

此外，元稹认为无论自己是否得志都可以去济事，只要是自己拼尽全力去做的，无论是“济亿兆”还

是“济毫厘”，这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元稹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他看来，无论

处在社会中怎样的位置，都有责任为之奉献自己的力量。这一点上，与白居易的观点是有较大差别的。在

白居易被贬江州之时，他就提到要以孟子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来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从

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元稹比白居易更为热忱的政治理想。总的来说元稹的政治理想是坚定的，虽五遭贬

谪，作者也曾失落过，但是元稹会以更为积极的入仕态度和更为坚定的政治理想来迎接各种挑战。而白居

易目睹了官场的黑暗之后，则趋向寻找安稳宁静的生活，选择“独善其身”。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元稹积极的政治理想和作为表现了他对功名的渴望，但是我们并不能否定他积极

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正是由于元稹对仕途的渴望推动了他在政治上的积极作为。他对地方

官吏等的辛辣讽刺和揭露也是他关心国事，为国为民的表现。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元稹对功名的渴望就否定

他在政治上的积极贡献。

（二）生活经历造就的个性差异

元稹和白居易都出生在传统的官僚家庭，所以他们的生活经历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每个人的生活经历

都是独特的，元白也不外如是。生活环境的独特性使元白的个性特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元稹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父亲在元稹八岁的时候就已过世，之后元稹的母亲带着元稹回到郑

宅，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在《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中元稹说：“忆昔凤翔城，龆年是事荣。理

①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2428.

②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2428.

③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60.

④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2428.

⑤
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86.

⑥
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E%86%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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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烦伯舅，相宅尽吾兄。”
①
在这篇文章中，元稹讲述了他幼童时代的一段经历，显然幼年寄人篱下的生活

给元稹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从文章中我们了解到，困顿的家境使元稹读书都是一件难事，后郑母担任起了

教导元稹的重任。求学如此艰难，所以元稹从小就非常刻苦，加之他的天赋，随后顺利明经及第，开始了

他的仕途生涯。幼时寄人篱下的生活带给元稹的影响是一生的，从小元稹就体会到了生活的艰难，所以为

官以后元稹也密切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也多次对地方官吏欺压百姓的行为进行揭露。幼童时代艰难的生

活也锻炼了元稹的心志，使他在后来的仕途生涯中即使遭受诸多困难和挫折，也能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仰

而不轻易妥协。

白居易也生活在仕宦家庭之中，他的家庭与元稹虽略有相似却不尽相同。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任虽任

徐州别驾之职，但是他的家庭状况并不乐观。白居易在幼小的时候曾和母亲一起前往徐州和父亲相聚，在

这段路途中白居易游历了苏杭两郡，拓宽了自己的视野。之后徐州兴起战事，白居易又开始了逃难的生活，

一路上的颠沛流离让他倍感辛酸。一路上他见证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以及下层百姓生活的艰难，这让

他对生活有了全新的理解。这段经历对白居易之后的政治信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后在白居易步入官场

之后，他时刻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信条严格要求自己。白居易入仕之初，他敢于言事，不畏权贵，

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信仰，也使唐王朝的官场风气更加清明。所以他针砭时弊，对社

会上的不平之事进行辛辣的讽刺。

为了实现中唐的中兴写了较多的咏物诗。包括对君主讽谏的诗篇，如《百炼镜》、《题海图屏风》、

《古冢狐》、《牡丹芳》、《隋堤柳》等；对各级官吏丑行的辛辣讽刺，如《和大觜鸟》、《缭绫》、《青

石》、《官牛》等；对寒士窘况的同情，如《羸骏》、《涧底松》、《悲哉行》等。《羸骏》中，“相马

失于瘦，遂遗千里足”
②
表现了作者对寒门子弟的同情和惋惜，正是由于作者年幼时在徐州的漂泊经历让他

对社会现实以及底层民众的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所以作者才能写出这么具有同理心的诗歌，体现了

他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元稹和白居易都出生于传统的官僚家庭，但是元稹仅仅靠出仕做官所得的俸禄作

为谋生的手段，他一直是以“贵族”
③
自居的。所以相较而言，元稹的自尊心是相当强的，他对囤地、置办

房产都没有什么兴趣，在这一点上和白居易的巨大差异，也就导致了元白政治批判的不同。

总的来说，元白二人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以入仕为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手段，把“修身治国平天下”

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的士子，正是由于这点两人才在贞元十八年参加科考时相识相知。但是二人的性

格是有很大差异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表现也不尽相同。正如白居易在《赠元稹》中所说的：“不为同登科，

不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
④
他们之所以成为知交好友，不是因为同年及第或是什么政治方

面的原因，仅仅是二人心意相通。

（三）仕途受挫后心态的不同

元稹和白居易都有在官场长期被贬的经历，但是面对如此境遇，他们二人的心态和选择却有很大的差

异。

元稹在被贬江陵之时，于元和九年曾作《酬别致用》。在诗中，作者云：“修身不言命，谋道不择时。

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济人无大小，誓不空济私。”
⑤
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元稹不管自己是否位居高

位，都坚持自己的理想，都坚持要帮助别人，并不因仕途的波折而改变自己最初的信仰。正如周相录老师

评价说：“元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不可能放弃自己仕途理想的人，他只是在期待着东山再起的机会。”
⑥

大和四年，元稹被迫担任检校户部尚书之时，曾作《高荷》。诗中云：“亭亭自抬举，鼎鼎难藏擫。

不学着水荃，一生长怗怗。”
⑦
作者此时仕途并不平顺，但是从诗中我们依然能够读出元稹的昂扬与自信，

对于功名元稹始终是积极争取的。

元稹的一生五遭贬谪，在政治权利中心的时间特别短暂，但是无论在怎样的低谷，元稹都没有放弃对

仕途的渴望。元稹元和十三年被贬同州，元和十四年得到当时宰相崔群的帮助，得以回京担任膻部员外郎。

后元稹的旧识、当时的大太监崔潭峻把元稹的众多诗作呈给唐穆宗赏阅，得到唐穆宗认可，对元稹委以重

任。元稹被授予中书舍人一职，负责起草诏书。元稹也因此给世人留下了“巴结宦官”的印象。

卞孝萱就在《元稹年谱》中说：“裴垍卒后，他感到朝中无知己，遂依附严授、崖（崔）潭峻，以求

进取。”
⑧
近人陈寅恪也坚持认为元稹就是一个十足的小人。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云：“巧宦固不待言，

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其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
⑨
他认为元稹无论是为官还是娶妻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①
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321.

②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27.

③
段承校.元稹家世及对其社会阶层的自我体认.江苏：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第 6 期.

④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37.

⑤
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86.

⑥
周相录.元稹生平与作品考察.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1：44.

⑦
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961.

⑧
卞孝萱著.元稹年谱.山东：齐鲁书社 ，1980：195.

⑨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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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元稹对于功名确实是相当执着的，宦官将元稹的文章呈给穆宗之事也是事实，

所以“巧宦”一说并非无稽之谈。这说明了元稹为了功名是可以牺牲一些东西的。总的来说，能够挤进京

城的权利中心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元稹终其一生坚持的人生目标。

但是白居易却不尽相同。白居易在入仕之初和元稹一般，希望实现自己“治

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但是仕途的波折以及朝廷的党争让白居易在经历几次贬谪之后，陷入了长期的怀

疑和苦闷之中。后来白居易自求闲职，隐居洛阳过上了闲适的生活，开始了“独善其身”。白居易在这一

时期也作了较多的咏物诗来表达他的志向和选择。如《种桃杏》：

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远谁能念乡曲，年深兼欲忘京华。忠州且作三年计，

种杏栽桃拟待花。
①

他在诗中说，无论身在何方，能够让自己静下心来的地方就可以称之为家。忠州离家太过遥远，他已经不

能随便哼出家乡的小曲了，并且被贬的时间太久，他年事已高，对京城繁华的景象的回忆已经日渐模糊。

但是虽然如此，他依然觉得在忠州种花的日子是惬意的。这首诗是白居易元和十三年被贬忠州时所作。他

感觉自己东山再起的希望太过渺茫，对政治的热情也日渐减少。这一时期，白居易已经开始接受现实，已

有归隐之意。

宝历二年至会昌六年，白居易自求闲职，他逐渐退出政治舞台，开始了闲适的晚年生活，这一时期白

居易创作咏物诗近 60首。在这些诗歌中作者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悟和对闲适生活的热爱。如《和微之叹槿花》：

“朝荣殊可惜，暮落实堪嗟。若向花中比，犹应胜眼花。”
②
这首诗中看似是诗人的戏谑，但是在自嘲之中

我们亦可读出诗人豁达的心态。

总的来说，元稹是一个无论在怎样艰难的时刻都不会放弃自己理想的人，在被贬的时间里，他虽也会

迷茫困顿，但是他时刻等待着重头再来的机会。以至于元稹每次从被贬之地返回京城之时都是意气风发，

满怀希望的。白居易则不同。“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③
是白居易在贬谪之后的心态，相较元

稹，白居易更为感性。

（四）元白政治思想的不同

首先，元白处理政事的态度不同。在朝堂之上，党争是无法避免的，面对官场上的各种争斗，元白的

表现有很大的差异。无论弹劾的对象是何身份，元稹都直言其事，而白居易的处事方法则更为圆融一些。

以长庆元年的科举考试为例，当时面对科考出现的问题，白居易认为牵扯官员过多，所以他上书唐穆宗，

谏言穆宗能够对这件事从轻处罚；而元稹则认为应该重新考试，对这一事件彻查到底。从元白对同一事件

的看法和所作出的处理建议，我们可以看出元白在处理政事上态度的差异。

其次，对官场和君主态度的差异。在入仕之初，元白对官场和君主都是满怀期待的，他们踌躇满志，

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多年被贬谪的仕宦经历给他们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后元白对他们

反反复复的官场际遇也进行了一定的反思，这在他们的咏物诗歌中都有鲜明的表现。从白居易的咏物诗歌

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诗歌抨击和讽刺的对象上至皇帝下至各级地方官吏，而元稹的咏物诗歌中大都抒发

自己内心的苦闷。大概是元稹始终抛不掉对功名的渴望，元稹总是把他贬谪的原因归结到自己身上，这点

和白居易又很大的不同。所以白居易在认识到了官场的黑暗之后，不愿意屈从官场的规则，所以他放弃了

对名利的追逐；而元稹对朝廷、君主则始终没有放弃希望。陈正平《元稹在通州》一文中也指出元稹“反

省过去，吸取教训，面对现实，重新调整自己做人的原则”
④
，认为元稹无论境遇如何，都不减心中锐气。

再次，元白的政治作为有所不同。元稹虽一直遭受贬谪，但是他一旦掌权就会抓紧一切机会干预政治，

反映现实，为百姓发声，并没有因为自己被贬而放弃自己内心的坚守。如元稹于元和四年担任监察御史之

时，大刀阔斧，惩治贪腐。他深入百姓，了解社会民情，监察出了几桩大案，弹劾严励的诸多罪状，引起

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元稹在东川的作为也让诸多当权者感到了羞辱，后被贬至洛阳。在洛阳，元稹依然没

有约束自己的行为，他更为肆意的去纠正社会上的诸多事端，仅一年时间弹劾的事件就达十余件。而白居

易则不同。虽在仕途之初，敢于言事。但是和元稹对仕途终其一生的执着追求相比，白居易的政治追求并

不坚定。白居易在大和元年被授秘书监，这一职位并没有什么权利。但是正因为这种管理图书的差事远离

官场，白居易过上了怡然自乐的闲适生活。后白居易又官至刑部侍郎，是“掌天下刑法及徒隶、勾覆、关

禁之政令”
⑤
的实权部门。但是他并没有恋权，经历过官海浮沉的白居易已放下了名利的追逐，于大和三年

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部，到了洛阳，真正的过上了半隐居的生活。

此外，元白的政治批判有所不同。中唐时期，社会积弊多变，中唐士子们怀揣着满满的参政热情，他

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中唐的颓废，使唐朝回到强盛时期。元白也不例外，他们积极参加科考，入仕

为官并且借助诗歌进行社会批判。

元白都出生在没落的官僚家庭，同样的社会阶层使他们在进行社会批判的时候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如

①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1443.

②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2211.

③
顾学颉.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974.

④
陈正平：元稹在通州.四川：中华文化论坛，2003 年第 1期.

⑤
刘昫.尚书都省.旧唐书.卷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00：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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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进行社会批判的时候并没有从人民大众的角度出发，从根本上来看还是为了维护本阶层的利益。从

元白的咏物诗歌涉及的范围来看，他们政治批判主要揭示的矛盾是官与民之间、贫与富之间、世家与寒门

之间的矛盾。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是元白进行政治批判的最终目的，最终维护的还是

他们本阶级的利益。

当然由于元白生活的家庭背景不同，每个人也都是独立的个体，所以他们的政治批判也有不同的地方。

元和四年，元稹在《使东川·并序》中云：“元和四年三月七日，予以监察御史使东川，往来鞍马间，赋

诗凡三十二章。”
①
当时元稹担任监察御史一职位，虽官职不高，但拥有较大权利。他体察民情、恪尽职守，

得到了百姓的好评。后了解到剑南东川节度使严励的一些不法之事，开始了察访工作。之后写出了著名的

《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公文中云：“严砺擅籍没管内将士、官吏、百姓及前资、寄住涂山甫等八十

八户庄宅共一百二十二所，奴婢共二十七人，并在诸州项内分析。”
②
从以上公文可以看出，元稹对中唐时

期较为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在元和四年就已密切关注。公文中弹奏的这一节度使已然过世，但元稹仍坚持

上奏，一方面是元稹对土地兼并问题重视的表现，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元稹对底层民众的人文关怀。关于这

一点内容在白居易的诗文里并未涉及。

最后，元白对自己阶级定位的不同。对元白对自己阶级定位的异同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研究。第

一是元白被贬后心态的差异。元白在仕途的经历都不算顺利，但是他们贬谪后的态度却有很大的差异。白

居易虽然被贬出京城，但是他也会因为出任地方官吏得到的俸禄而感到开心，尚能满足现状；而元稹则不

同。元稹在被贬之时，总是通过诗歌表达自己的苦闷，并不会因为俸禄的多少作为衡量幸福的尺度，只期

盼皇上能够早日把自己召回京城。第二是元白对土地的占有欲的差异。虽然家世贫寒依靠出仕的微薄收入

谋生，拥有的家业也只有靖安坊的一处房产，但是元稹对土地的占有欲和作为土地所有者的白居易相比，

远没有那么强烈。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元白对自己阶级定位的不同。元白被贬后心态的差异以及对土地的看法的不同，

究其原因在于：元稹对自己社会阶层的定位是破落的贵族，他出仕的目的是想要重新拥有贵族的权利和光

环；而白居易对自己的阶级定位就是一个普通的士子，他出仕做官的主要目的则是希望家人免受纳税的苦

恼。

综上，元稹想要的是功名带给他的权力和荣耀，所以不管经历怎样的困难，他都想要坚持下去；而白

居易虽也秉承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但是这是在保证自己利益的基础上，因而当他仕途遇到挫折的时候，

他也能随时从官场中脱身出来，过上闲适的生活。以上造成了元白咏物诗歌在内容和风格上的诸多差异。

第二节 元白咏物诗创作动机比较

一、相同点

（一）文学理念

白居易在《赠元稹》中云：“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
③
白居易坦言，

他和元稹成为知交好友的原因不是他们同时及第为官，而是他们心意相通。白居易和元稹的心意相通一方

面表现在二人相近的文学理念上。

首先，元稹和白居易对杜甫都相当推崇，杜甫把诗歌作为对时政进行抨击的工具，他们对这一做法相

当赞赏。《中国文学史》中写道：“中唐以后，白居易、元稹继承了杜甫缘事而发、写生民疾苦的一面，

且受到杜甫五言排律夹叙夹议的影响。”
④
元白的咏物诗中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社会现实，使诗歌成为了干

预现实的工具。

其次，元白对诗歌的讽喻价值也十分重视。他们咏物诗的创作与其仕宦经历密切相关且贯穿他们仕途

的始终。元和四年至五年间，白居易创作了大量的咏物讽喻诗。这类咏物讽喻诗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

一是为君之作，在诗歌中对统治者进行了劝谏，如《百炼镜》、《隋堤柳》等；二是为民之作，主要是站

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对各级官吏欺压百姓的行为进行了揭露，如《红线毯》、《买花》等。反映广阔的

社会现实，对社会恶势力的抨击也是元稹咏物诗的重要内容。如元稹在被贬江陵之时，作出的较为著名的

咏物诗《春蝉》、《大觜鸟》等。

再次，元白主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作诗，强调诗歌的实用价值。他们更是倡导并发起了新乐府运动，

希望恢复古乐府的传统，希望诗歌能够成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此外，元白二人都认为诗歌应为现实政治服务，对社会或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通过诗歌

来回答。他们认为文章不应该太过追求其审美价值，不能为了语言的华丽或韵律的严谨而忽略其具体内容，

诗歌应该用来讨论时事，对其形式不需耗费太多精力。

简而言之，元白都认为诗歌应该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诗歌应该成为诗人们干预现实的武器。正如白

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提到的，诗歌应“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⑤
元白的

①
元稹.使东川并序.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141.

②
（唐）元稹.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419.

③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37.

④
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卷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43.

⑤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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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咏物讽喻诗反映了社会现实，也对百姓的苦难生活进行了反映。元白这种为国为民之心是值得我们称

颂的，在当时确实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元白过分强调诗歌的讽喻和实用价值，

使得诗歌成为了政治的附庸。同时也使诗歌失去了它原本应具有的审美价值，也在一段时间里影响了当时

的诗文创作，这是元白当时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政治主张

元白都出生于传统的官僚家庭，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入仕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方式。他们

于贞元十八年相识，并同年及第踏入官场。

入仕之初，元稹和白居易都是满怀激情的，他们认为身为朝廷官员，就应该忠于职守。对朝堂的弊政

改革、官场不法之事和百姓生活状况的的揭露和关注，是身为朝廷官员应该做到的。如白居易曾作《新制

布裘》，在诗中作者说自己穿上新制的布裘之后，无比的舒适，然后他想到了普通的百姓。然后发出了“安

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①
的呼声，他希望这世间之人都能解决衣食问题。这是

一个身在官场中的人发出的呼声，这不得不令我们敬佩，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白居易的一片怜民忧民之心。

入仕不久，元白即感受到了官场的黑暗、官员的骄奢淫逸以及以权压民的恶行。关于这些现象，在元

稹的《兔丝》、《蚊蟆》以及白居易的《黑潭龙》、《官牛》等诗中都有揭露。面对这些事件，元白并没

有选择和官场内的小人同流合污，尽管这样做的结果是面临被贬的命运。自元和五年开始，元白即开始了

多年的贬谪生涯，虽远离朝廷的权利中心，但他们依然关心国事。后来元白在各种元素的推动下，也有短

暂的得志之时，但他们依然坚持最初的政治信仰。在这一时期，他们创作了大量的咏物诗表达了自己的志

向，如白居易的《折剑头》、元稹的《箭簇》等。

在体验了多年的仕途生活之后，白居易的政治热情已渐渐消退，但是对国家前途的关注和对百姓的关

爱之心，元白二人一直都没有改变。白居易在幼年时代和母亲一起投奔父亲的经历以及当时战火带给白居

易的创伤都带给了他深远的影响，所以他对普通百姓的生活和出身寒门的学子都给予了持久的关注。白居

易曾作诗《买花》，在诗中对权贵之家的生活消费习惯和普通百姓之间进行了鲜明的对比，从一个田舍翁

的角度来看权贵之人一年一度的赏花盛宴，把百姓和权贵之间的阶级矛盾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一丛深色

花，十户中人赋”
②
，这句诗一方面体现了白居易对底层民众生活的长期关注，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繁重的

赋税给百姓带来的痛苦，体现了白居易对百姓的深切关怀。

元稹更是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虽然后人曾说元稹为了名利失节，与宦官勾结，以至

于连累其诗文。但是通过对元稹进行深入解读，我们不难发现，元稹和宦官有政治上的往来是实事，但是

因为与宦官接触就否定一个政治家兼诗人对中唐王朝所作的贡献，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当我们把这件事

放在中唐那个历史阶段去考量，我们可以发现，元稹和宦官的交往实属无奈，并且元稹回到权利中心之时，

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信仰，“达则济亿兆，穷则济毫厘”
③
也是元稹坚持一生的价值理念。

总的来说，元白在政治上都主张积极谏言、敢于言事，对社会上的诸多事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力图

为实现中唐王朝的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体现了他们的爱国怜民之心。

二、不同点

（一）白诗明确，元诗模糊

中唐时期，元稹和白居易倡导了一场诗歌的革新运动。他们重视诗歌的讽喻和实用价值，并在之后的

创作中坚定的贯彻这样的原则。

在传统的官僚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元稹和白居易，以儒家的入仕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贞元十八年，

他们参加科举，后入仕为官。在他们看来，作为朝廷官员，对国家前途的关注、对普通大众的关怀都应该

是他们的分内之事。因此在政治上元白积极参与，并多次谏言，对社会以及官场之事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在文学上，他们发起了一场诗文的革新运动，希望诗歌发挥其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

关于政治讽喻诗的创作动机在他们的诗文里都有所涉及。白居易曾在《与元九书》中谈及他诗歌创作

的动机。他曾在文章中说，自己从五六岁之时就开始学习作诗，多年以来，日夜苦读，考取功名之后也没

有把作诗的兴趣丢掉。几年的为官经历以及诗歌学习，让白居易确定了诗歌创作的原则，即文章的创作应

该有具体的创作缘由，和时局联系起来。

《与元九书》中亦云：“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

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

以复吾平生之志。”
④
白居易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自己身为谏官，自己有为皇帝谏言的职责，并认为自己每

次的奏言都能给国家、百姓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非常谨慎。在文学创作中他也不

忘自己是谏官的身份，所以他做了大量的政治讽喻诗，借诗歌来反应时事。白居易更是在元和四年至元和

五年间作了大量的咏物讽喻诗，如《隋堤柳》、《黑潭龙》、《紫毫笔》、《牡丹芳》等咏物诗篇，对社

会现实进行了大量的披露，体现了他渴望中唐复兴的强烈愿望。

以上，我们可以发现，白居易作这些咏物讽喻诗的目的是为了反映时事，同时在文学创作中履行自己

①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122.

②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181.

③
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86.

④
顾学颉笺注.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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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谏官的职责。至此，我们可以说白居易创作咏物讽喻诗的写作动机是相当明确的。

但元稹却并非如此。元稹曾在《叙诗寄乐天书》中云：“仆时孩騃，不惯闻见，独于书传中初习理乱

萌渐，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
①
在这篇文章中元稹表明了他创作诗歌的缘由，即中唐时期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朝廷的腐败。但他对他创

作的哪种诗歌的动因并没有言明。和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的详细描述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无法明

确元稹咏物诗创作的动机。

（二）白诗简单，元诗复杂

元白自入仕以来一直践行儒家“兼济天下”之思想理念，在官场上敢于直言，反应时事，对政治满怀

激情的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太过锋芒毕露会引起权贵的嫉恨，所以他们的仕途都颇为不顺。白居易

的仕宦生涯大都在江州和苏杭渡过，元稹的仕途经历更是五遭贬谪，他们在朝廷权利中心的时间并不多。

虽然他们远离京城，但是并没有放弃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的咏物诗，揭露社会

上的种种弊端或是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元白创作咏物诗的动机有着些许的差异。

相较而言，白居易创作咏物诗的动机较简单一些，元稹则更为复杂些。元白咏物诗创作动机的繁简之

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从元白咏物诗主题思想的层面进行分析。在白居易的咏物诗中，他诗歌的主题相当的明确，

而元稹咏物诗歌的主题则较为复杂。白居易在入仕之初，由于敢于直言遭到了权贵的排斥，这时他选择坚

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不和那些以权压人的权贵为伍。如《杏园中枣树》作于元和三年，在诗歌中作者以枣

树自喻，说自己是果园中最其貌不扬的那一个，在果园中异常孤独，借枣树抒发自己内心的悲凉之感。但

最后作者说：“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
②
作者借具有轮轴之才的枣树来讽喻如柳、桃树般没有实用价

值的权贵，点名了诗歌的主题。

而元稹则不同。在元稹的咏物诗歌中，我们体会到他借某一意象来表达对恶势力的抨击或是书写自己

内心的苦闷，但是和白居易诗歌“卒章显志”的手法不同，他诗歌中的主题不甚明确。

以元稹被贬江陵之时的心态为例进行简要分析。张璇在她的硕士论文《元稹江陵诗研究》中对元稹这

一时期心态的看法是：“欲权道济事，又龃龉不安。”
③
简言之，就是矛盾和不安。元稹在江陵之时所作的

《和乐天感鹤》就是这一时期心态的反映。

在诗歌中作者对“鹤”这一物象进行了描写，说本是清雅高洁的鹤，在误入权贵之院之后，却改变了

自己的信仰。这里主要是对官场中那些趋炎附势，为了自己一己之力而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之人进行的讽刺。

之后元稹又云：“君看孤松树，左右萝茑缠。既可习为鲍，亦可薰为荃。”
④
和之前他对那些趋炎附势之人

的讽刺不同，在这里元稹又坦言，环境会改变人的品性。联系当时作者长期被贬江陵的状况，我们不难发

现，见识官场种种黑暗之后的元稹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以至于发出“期君常善救，勿令终弃捐”的

呼声，希望白居易可以时常鞭策自己。以上，我们可以发现，和白居易相比，元稹咏物诗的写作动机更为

复杂些。

其次，我们从诗歌创作目的的层面进行分析。从白居易的咏物诗中我们可以对作者的创作目的有明确

的了解。简言之，白居易咏物诗或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揭露，或抒写自己的志向和性情。如白居易的《折

剑头》中云：“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
⑤
从这首诗中，诗人明确地表达了

他宁折勿弯的志向，其创作目的也简单明了。

而元稹的咏物诗则不然。如元稹的《说剑》，这首诗是作者因大胆谏言而被贬河南尉时所写的一篇言

志之作。在诗中作者以宝剑自喻，说自己有重大的价值，表现了他的昂扬与自信。和白居易的言志之作《折

剑头》不同，元稹诗歌中的昂扬自信中也带着对机缘的渴求。《折剑头》中，白居易表达的是自己宁折勿

弯的品性，不管世事如何，他都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元稹的《说剑》则是强调自己的价值，实则还是期盼

早日结束贬谪生涯，期望统治者可以尽快召他回京，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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