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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浩然赠答诗观其仕隐心态的阶段特征 

——兼论各时期心态的成因 

 

曹云琦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南省长沙市，410082） 

 

摘要：由于孟浩然的赠答诗涉及的人物众多且许多人物的事迹可考，加上诗歌的创作地点与时间相对连贯，

孟浩然的赠答诗得以相对完整的呈现出孟浩然的人生轨迹。本文以孟浩然赠答诗中创作时间可考的作品为

线索，依据诗歌文本呈现出的隐逸心理与仕进心理的组合状况的不同，大致将孟浩然的人生轨迹分为三个

阶段，分阶段讨论各个时期仕隐心态的特征与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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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孟浩然的赠答诗涉及的人物众多且许多人物的事迹可考，加上诗歌的创作地点与时

间相对连贯，孟浩然的赠答诗得以相对完整的呈现出孟浩然的人生轨迹。本文以孟浩然赠答

诗中创作时间可考的作品为线索，依据诗歌文本呈现出的隐逸心理与仕进心理的组合状况的

不同，大致将孟浩然的人生轨迹分为三个阶段，分阶段讨论各个时期仕隐心态的特征与成因。 

赠答诗的界定从赠答双方的一个互动而言，“所谓‘赠’，是先作诗送给别人，‘答’

则系就来诗旨意进行回答。其回环往复之际，自然形成一对应自足的情意结构。”
1
可以看

到赠答诗原本更多的是强调一个双方面的交流。但由于文本流传的缘故，并不是所有的赠答

诗都可以以一一对应的方式保存下来。对于那些只保存有赠诗或只保存有答诗的文本来说，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重点去把握分析，由于“当它被写定且送达至所投赠之对象时，就应

该已经算是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沟通。”
2
那么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从赠诗者单方面的

倾诉中，去解读这类赠答诗。本文所讨论的孟浩然的赠答诗便是针对孟浩然的个人创作而言，

即讨论孟浩然的赠诗、答诗以及有赠答意味的诗，其中着力点在于关注孟浩然单方面的倾诉。

从个人的情感倾诉而言，赠答诗作为一个倾诉的凭借，那它必定承载了众多的自我表达。那

么这就是我们立足赠答诗讨论孟浩然各个时期的仕隐心态的前提。 

弗洛姆将人的需求分为了五类，其一是与他人建立关联的需求、其二是自我超越的需求、

其三是对于根性的需求、其四是对于认同感的需求。
3
可以看到，其实赠答诗的创作本身便

是人类需求的一种，即与他人建立关联的需求。在孟浩然的赠答诗中，常常可以看到相关需

求的存在。本文便立足于其赠答诗中可挖掘的这类人类共性的需求，结合诗人所处的生存状

况，从这个角度分析诗人各个时期的仕隐心态的成因。 

 

                                                        
1
 见梅家玲《汉魏六朝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 101。 

2
 同上 

3
 概括自弗洛姆原著，陈璃华译《人类状况——人本分析之钥》，《理性的挣扎》（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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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孟浩然在开元十五年
4
的冬天去长安赴进士举，时三十九岁，本文所谈及的第一阶段便

以此年为界，以此年以前所作赠答诗为主要讨论对象。从年代可考的部分来看，孟浩然这一

时期的赠答诗以临别赠言、干谒、书信为典型。为了整体把握这一阶段孟浩然的仕隐心态，

笔者将从文本入手，分析《送张子容进士举》
5
、《岳阳楼》、《晚春卧病寄张八》这三首

先后作于该阶段的赠诗，最后于三首诗的比合中关照孟浩然在这一时期的仕隐心态： 

送张子容进士举 

夕曛山照灭，送客出柴门。惆怅野中别，殷勤岐路言。 

茂林予偃息，乔木尔飞翻。无使谷风诮，须令友道存。 

这首诗作于先天元年，孟浩然时年二十四岁。这是一首临别赠言之作，是孟浩然为即将离开

家乡前去长安赴举的朋友张子容写的。诗人的朋友临行之前向诗人辞别。诗歌首四句讲的是

辞别当日，诗人与朋友一直相处到落日余晖笼罩山间之时才分别，二人的分别从诗人的房间

延续到屋外的“柴门”，一直到了不得不分开的 “野中”、“歧路”还在相互殷勤叮嘱。

后四句写诗人对友人要说的话，即赠言的具体内容：“茂林予偃息”即我好好隐居在山林之

间，“乔木尔飞翻”即你好生赴举，有鼓励预祝友人高中之意；未来，我们不要像谷风中说

的那样“穷达相弃”，友谊一定要好好存在在你我心中。这首诗的信息点有三：其一在诗题，

张子容要由科举入仕；其二在诗句“茂林予偃息，乔木尔飞翻。”，孟浩然仍要隐居；其三

在诗情，二人感情深厚。这首诗暂且分析到这里，我们再来看《岳阳楼》： 

岳阳楼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这首《岳阳楼》作于开元五年，孟浩然时年二十九岁，此诗是献给张说求其援引的。诗中后

四句道出诗人欲求汲引之意：以想渡河却没有船桨、空空羡慕垂钓的人们得鱼表达自身欲出

仕而无人援引，空有出仕的愿望而无法实现的心理状态，同时孟浩然在这里直白地坦露出“端

居耻圣明”的想法。这首诗的信息便是：其一，孟浩然有仕进心态；其二，孟浩然尝试谋求

张说的荐举。再来看《晚春卧病寄张八》： 

晚春卧病寄张八 

南陌春将晚，北窗犹卧病。林园久不游，草木一何盛。 

狭迳花障迷，闲庭竹扫净。翠羽戏兰苕，赪鳞动荷柄。 

念我平生好，江乡远从政。云山阻梦思，衾枕劳歌咏。 

歌咏复何为，同心恨别离。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 

贾谊才空逸，安仁鬓欲垂。遥情每东注，奔晷复西驰。 

                                                        
4
 见刘文刚《孟浩然年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页 30。又，本文所引用的时间信息若无特殊指出，均参照此书。 

5
 见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页 298。又，本文所引用的诗歌版本若无特殊指出，均按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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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恐填沟壑，无由振羽仪。穷通若有命，欲向论中推。 

这首诗作于开元八年，时孟浩然三十二岁。此诗是孟浩然在病中给张子容写的，前半部分交

代了自己在病中的生活近况以及对友人的思念，后半部分从“世俗皆自媚”始着重写了自己

近来的烦忧：自媚，指自爱自吹，人生道路上人人自爱，世俗平庸中知己甚少；怀才不遇，

岁月催人；空有壮志，光阴飞逝；害怕岁月蹉跎，一事无成。本诗信息有三：其一，孟浩然

叹“寡相知”，“才空逸”；其二孟浩然有“遥情”，欲“振羽仪”，其三孟浩然恐“晷西

驰”，“鬓欲垂”。从《送张子容赴进士举》包含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孟浩然此刻仍欲“偃

息茂林”。而比合《岳阳楼》、《晚春卧病寄张八》来看，孟浩然此刻所说的“茂林予偃息”

又并不是我们感性认识的那种无欲无求，高蹈遗世的隐居，他有着强烈的仕进意愿。此时的

孟浩然，既有“俱怀鸿鹄志”的意气，亦有“清风在竹林”的如魏晋竹林名士一般的高风。 

同样心怀大志，有仕进的愿望，孟浩然在这一时期的选择与友人张子容在此时的人生选

择却十分不同：张子容于先天元年玄宗即位之初便以参加科举；而孟浩然则选择了隐居漫游

和寻求荐举。这大抵出于两方面的因由：其一是社会风尚的影响，唐代的隐逸同科举一样是

入仕的途径。盛唐时期，隐逸与仕进已经不像在魏晋之时是处于对立的了，“统治者对隐逸

的推崇奖掖极大的激励了士人对隐逸的兴趣和践履，他们隐居山林养名待时，激扬名节，以

期获得统治者的赏识与征召”
6
；其二是自我情性的选择，孟浩然“自幼生活于‘襄阳美会

稽’的秀丽山水中，受其陶冶，又受到故乡古代隐逸高士的熏染，形成了企慕隐逸，流连山

水的情怀”
7
 ;其三是自我定位下的选择，“孟浩然少有诗名，又有乡曲之誉”

8
，比起科举，

寻求荐举对于孟浩然来说更有优势。 

通过这一时期可确定年份的赠答诗，我们可以注意到两个与孟浩然交往很深的友人：张

子容与刘眘虚。考证其生平我们可以知道，张子容于开元元年登进士第，刘眘虚于开元十一

年登进士第。
9
两人皆由科举入仕。而此时的孟浩然 “欲济无舟楫”、“无由振羽仪”，隐

居漫游“激扬名节”进而寻求举荐入仕的道路迟迟走不通。在这种处境下只能寻求其他的入

仕途径的孟浩然在朋友的影响下便转向了科举。 宇文所安认为： 

诗歌考试和逐步对外打开的铨选机制必定在外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地人赶考的成功

更是加强了铨选机制日益开放的印象。约十五年以后，孟浩然首先前往洛阳，建立社会关系；

随后在 728年前往长安参加科举考试……
10
 

孟浩然的长安之行，极有可能收到了朋友们的影响。张子容作为襄阳当地人，张子容的中举

对于孟浩然来说是具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同时孟浩然的交游圈里亦有其他人由科举入仕，这

                                                        
6
 见李红霞《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收入《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 5 月，41 卷，第 3 期），页 115。 

7
 见陈铁民选注《王维 孟浩然诗选》（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 6。 

8
 见刘文刚《孟浩然年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页 16。 

9
 另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辩》一文与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一书皆在提及孟浩然生平之时皆认为在开元十六年之前在洛阳呆过一段时间，

陈贻焮另指出这一时期“孟浩然与当时著名的诗人储光羲、包融、綦毋潜等有交往”。因为皆没有相关论证，故于此补录，以为一说。若前二者论

说为实，又考储光羲、綦毋潜于开元十四年登进士第，这样一来，便可以说明孟浩然在这一时期的交游圈里十分多的人由科举而入仕，那么就更能

说明孟浩然转向长安一定程度上受了朋友的影响了。 
10
 见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海：三联书店，2013），页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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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例子越多，就越给孟浩然产生影响。于是孟浩然在自己选的路走不通时，终于转向了长

安。 

 

二 

《旧唐书》记载：“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卷一百九十下，列传第一百

四十），开元十六年，孟浩然未能高中，时四十岁，本文所谈及的第二阶段便以此年为始，

以其归襄阳（作《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游》之时）为至。 

（一） 

首先，我们从该阶段前期的三首赠诗《题长安主人壁》
11
、《答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

贺侍郎》、《东京留别诸公》谈起，在分析中呈现这一阶段前期孟浩然仕进心理消退的过程： 

题长安主人壁 

久废南山田，叨陪东阁贤。欲随平子去，犹未献甘泉。 

枕籍琴书满，褰帷远岫连。我来如昨日，庭树忽鸣蝉。 

促织惊寒女，秋风感长年。授衣当九月，无褐竟谁怜。 

该诗作于落第之后，孟浩然留在长安想尝试其他求仕之路。首二句“久废南山田，叨陪东阁

贤”交代了孟浩然此刻烦闷羞愧的情绪，诗句字面意思指已经好久没能够打理故乡岘山之南

的田地了，一直在叨扰大家。一个人会怀恋会反思往往由于现下处于一个比较烦闷的境遇，

孟浩然会想起家里的田地，或是说往昔家里的生活，其实也就是说时下他过的不开心，其次，

他也觉得打扰麻烦大家了，自己迟迟没能在长安找到出路，自卑心理又更加重了这样的羞愧

情绪。 “欲随平子去，犹未献甘泉”两句则进一步交代了一种矛盾的心理状况：我想要像

张衡一样回归故里，可是我还没有能够献《甘泉赋》。张衡欲归田里是由于仕途与隐居在张

衡那儿是对立的，其隐居有着“政治无道时独善的无奈和守道洁身的积极意义”
12
；但生于

盛唐的孟浩然不一样， 此时若选择隐居，他是无从宽慰自己的，更多的会觉得自己在逃避。

再看“犹未献甘泉”，《甘泉赋（并序）》（《文选》卷七）： 

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

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 

其一，我们可以看到，扬雄是在“客”的举荐下，使得成帝知道了有这么一个写文章像司马

相如的人，才被任用；其二，扬雄这篇赋是用来“风”的，用来劝讽成帝的，这可以说是以

明略佐时。再回来看 “犹未献甘泉”，便可以从孟浩然此言体会到两层意味，一是无人举

荐的失意，二是无功于当世的不甘。对比可以看到，张衡是能仕而不欲，而孟浩然是欲仕而

不能，孟浩然的处境难过的多。所以说，此时孟浩然是非常矛盾的：欲隐不能，否则无法面

对自己；欲仕不能，应试不第又无人举荐。 

                                                        
11
 本文所讨论的孟浩然的赠答诗包括有赠答意味的作品，这首题壁诗是作于房间的墙壁上的，具有一定公开性，且有对话对象，刘文刚在《孟浩然

年谱》（35 页）中指出，这位长安主人应是张说。 
12
 见李红霞《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收入《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 5 月，41 卷，第 3 期），页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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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答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答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作于开

元十六年，刘文刚先生据《旧唐书》（卷八，玄宗纪）记载的气象信息与该诗诗题信息契合，

佐证该诗的书写年份为开元十六年： 

(开元)十六年....九小，丙午,以久雨，降死罪从流，徒以下原之。”因久雨而特赦,

可见雨之久。难怪浩然要苦雨。
13
 

先来看此诗： 

答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 

苦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用贤遭圣日，羁旅属秋霖。 

岂直昏垫苦，亦为权势沈。二毛催白发，百镒罄黄金。 

泪忆岘山堕，愁怀襄水深。谢公积愤懑，庄舄空谣吟。 

跃马非吾事，狎鸥真我心。寄言当路者，去矣北山岑。 

孟浩然春天在长安考试不中，时至秋天，仍然滞留于“秦中”。这首诗诗首八句便写其

在长安滞留时的落魄情状：刻苦读书三十年，以期用于当世，却未能中第，而在秋雨连绵中

寄居异乡；除了自然环境令人烦闷之外，社会环境的重权势亦使人感觉压抑、求仕无门。时

间一天天地白白地过去了。后八句写其思归之意，佟培基注释云“此年孟浩然滞京，故怨君

子之道消，忆乡山而不能即归，愤懑郁结也”。
14
可以注意到，孟浩然这首诗和上首诗的一

个共同之处，每言归，即用前人事入诗，上首诗以张衡事入诗，此诗以谢灵运诗事入诗。笔

者认为这样的表达是出于寻求一种认同感。 前面我们说到，孟浩然的欲隐不能是由于无法

自己宽慰自己，无法说服自己。但事实上，怀归这一选择在此刻本来也是一种逃避。理想和

现实的落差使得孟浩然想要逃避，他要说服自己，便要发现和自己相似的人： 

只要我并不是与人不同的，只要我跟别人差不多，而别人也承认我是个“正常的人”，

我就能觉得自己是“我”了……由于没有“自我”感，我就无法维持健全，因此，我就尽一

切努力，来获得此种感觉。
15
 

同类可以供给自己这种自我肯定感。孟浩然在诗里提到张衡、谢灵运就是在寻求认同感，

说服自己逃避。诗末“寄言当路者，去矣北山岑”的决定便是在这样的自我对话中达到的。

还有一首《东京留别诸公》： 

东京留别诸公 

吾道昧所适，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 

树绕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 

此诗作于孟浩然离开长安东行去往洛阳之时所作，首二句写前程的迷茫，三四句诸友为自己

饯行。五六句是环境的描写，颜色运用上的浓郁刺眼加上 “绕”、“遮”等词语的使用让

人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大面积的恍惚的看不真切的，温泉的水汽把绿氤氲开，晚日通红的光

                                                        
13
 见刘文刚《孟浩然年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页 36。 

14
 见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页 137。 

15
 见弗洛姆原著，陈璃华译《人类状况——人本分析之钥》，《理性的挣扎》（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页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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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将尘土显现于各处，所有的事物混在一起，失去了边界，满眼是绿，满眼是红。这类眩晕

紧张的画面是人在内心混乱到一定程度，耳目等感官近乎闭塞时才能发生在眼前的。孟浩然

在长安日增错综复杂的生活里完全绝望了，他的精神为自己仕进的欲望绷得紧紧的。科举的

失利导致孟浩然的入仕之路必须与大量处于不平等位置的交际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他是四

十岁之前希求举荐而入仕的路失败，四十岁科举失利之后亦没能把这条路走通的孟浩然；另

一方面他又是众人率与为“忘形之交” 、“风流天下闻”的孟浩然。这两面角色都是孟浩

然，他简单单纯的生活陶冶出来的真诚让他拥有了众多好友，交游天下；同时他越真，也必

然越让他无法圆通地在不平等的交际圈中虚与委蛇。科举失败、政治中心给他带来的这些压

力远远超出了他在简易的乡下生活中培养出来的那颗随性散漫的心所能承受的。弗洛姆认

为，人从出生之日起，是在不断诞生的，但这种诞生给人带来痛苦： 

每向他的新存在跨进一步，都是骇人的，此举意味放弃一种安全的状态，一种对新状况

而言是已知的状况，而迈向一种尚未控制过的状态。无疑地，如果婴儿在割断脐带的那一刻

能够思想的话，他大概会经历到了死亡的恐惧。仁慈的命运使我们免于这第一次恐慌。可是，

在每迈进一新步，在我们诞生的任何一个新阶段，我们都会再度恐惧。我们永不会免于两种

相冲突的倾向：一种是脱离子宫，脱离动物生存的形式而进入一种更具有认为的存在，摆脱

束缚，走向自由；另一种倾向是，返回子宫，回到自然，回到确知安全的地方。
16
 

因为在这种无法忍受这种迈进带来的痛苦，孟浩然想要回到自然，想要逃避，于是孟浩然在

这首诗的最后便显露出了对生的畏惧，对死的妄想的心理。他写道“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

嵩”。压力迫使他暂时回到自然，回到确知安全的地方。孟浩然的心态从《题长安主人壁》

的游移不定到《答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的自我安慰再到《东京留别诸公》的不堪

重负，隐逸心理重新以一个解压的角色出现了。 

(二) 

该阶段中期以其自洛之越为开端、吴越漫游为过程、离开越州为结束。这一时期的诗歌

从《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申少府》、《游江西上留别富阳裴刘二少府》、《宿庐江寄广陵

旧游》谈起： 

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申屠少府 

朝乘汴河流，夕次谯县界。幸值西风吹，得与故人会。 

君学梅福隐，余从伯鸾迈。别后能相思，浮云在吴会。 

该诗作于自洛之越途中，是一首临别赠诗。首四句写与友人会面因由。五六句运用典故，前

句写友人像以读书养性为事的梅福一样，后句“余从伯鸾迈”以伯鸾事自比，伯鸾指汉代的

隐士梁鸿，《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了其适吴隐居的事迹： 

梁鸿字伯鸾……有顷，又去适吴。将行，作诗曰：逝旧邦兮遐征，将遥集兮东南。心惙

怛兮伤悴，忘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纵迈，疾吾俗兮作谗。 

                                                        
16
 见弗洛姆原著，陈璃华译《人类状况——人本分析之钥》，《理性的挣扎》（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页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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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的《适吴诗》写的是离开故土赴东南寻求栖身时，内心悲愁忧伤的情绪，孟浩然这里引

用其事，表面看来是高风避世，却隐晦地透露出一丝悲凉。 

再看《游江西上留别富阳裴刘二少府》与《宿庐江寄广陵旧游》： 

游江西上留别富阳裴刘二少府 

西上游江西，临流愠解携。千山叠成嶂，万水泻为溪。 

石浅流难溯，藤长险易跻。谁怜问劳苦，岁晏此中迷。 

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山暝闻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 

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 

两诗皆作于岁末，诗人在去往吴越的途中。从情感上来看两首诗都蕴含着低回，无助的情绪。

前一首诗是留别赠诗，孟浩然岁末羁旅他乡，年岁将晚令人有伤逝之感是其一，羁旅他乡更

添孤寂落寞是其二，冬季水乡湿冷是其三 。故言“临流愠解携”，旅途漫长，不愿与友人

就此“解携”分离。后一首以诗为信，写给在广陵的好友。夜晚在一叶孤舟中漂泊，思绪多

又想念朋友。这两首赠诗道尽了孟浩然孤立无援。他通过赠诗表达自己深切的渴望，渴望不

要与好友分离。他之前选择离开长安，回归隐逸，回归自然，便是出于一种 

对安全的深切渴求，那么现在在孤寂的漫游之中，我们在他写的这两首赠诗，同样可以发现

这样一种渴求受保护的情绪。 

孟浩然约于开元十八年岁末到越州。从这一段时间孟浩然写的赠诗来看，这是一段舒适

平和的日子：《东陂遇雨率尔贻谢甫池》、《江上寄山阴崔少府国辅》、《与崔二十一游镜

湖寄包贺》、《题云门寺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夏日与崔二十一同集卫明府席》、《夜

登孔伯昭南楼时沈太清朱昇在座》等皆作于此时。从诗题看，这些赠诗有作于日常生活的，

有作于山水游玩间的，亦有作于宴饮聚会之时的，证明诗人此时生活内容比较丰富，交游颇

多。从诗歌内容看，这一时期诗人周围多同道友善之人，诗人的心境亦比较放松平和： 

江上寄山阴崔少府国辅 

春堤杨柳发，忆与故人期。 草木本无性，荣枯自有时。 

山阴定远近，江上日相思。 不及兰亭会，空吟祓禊诗。 

与崔二十一游镜湖寄包贺 

试览镜湖物，中流见底清。不知鲈鱼味，但识鸥鸟情。 

帆得樵风送，春逢谷雨晴。将探夏禹穴，稍背越王城。 

府掾有包子，文章推贺生。沧浪醉後唱，因此寄同声。 

夏日与崔二十一同集卫明府席 

言避一时暑，池亭五月开。喜逢金马客，同饮玉人杯。 

舞鹤乘轩至，游鱼拥钓来。座中殊未起，箫管莫相催。 

第一首诗是写给友人崔国辅的，从“忆与故人期”句可知两人此前约好相见，诗写自己赴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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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迫不及待的心情。三四句写草木无性情，它的茂盛和枯萎都有其自然之理，顺其自然。

这样平和自然的心境许久未在诗人的赠答诗中看见了；第二首诗写诗人自适于山湖之间，且

开怀与好友分享；第三首诗写宴会的融洽愉悦，与《夜登孔伯昭南楼时沈太清朱昇在座》“好

我意不浅”的直接描写众人友好不一样，这首诗将众人的友善与契合融入了戏谑一般的诗歌

语言里。此刻山水好友令孟浩然得以放松下来，这种回避的目的达到了。 

（三） 

孟浩然此前曾在《将适天台留别临安李主簿》中说：“江海非堕游，田园失归计”，他

说我漫游吴越不是因为懒散荒废，游手好闲，是因为不能有返回家乡田园的打算。表面上看，

孟浩然漫游吴越是“且乐杯中物，谁为世上名”的遗世高蹈，但细细体会，里面也有功名不

就而欲归无计的郁闷：一是为散心（回避），二是为不甘心。这种不甘心一直在他即将离开

越州之时还挥之不去： 

久滞越中贻谢甫池会稽贺少府 

 陈平无产业，尼父倦东西。负郭共云翳，问津今亦迷。  

未能志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  

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圣主贤为宝，君何隐遁栖。 

作诗之时孟浩然在客居越中了两三年了，诗首二句以陈平家贫、孔子居无常处的境遇自比；

“问津今亦迷”指怀仙访旧的生活没能让他释怀，他依然很迷茫；“未能志魏阙，空此滞秦

稽”表明身体虽久久处在秦望山、会稽山一带（即指越中），心中却仍对“魏阙”耿耿于怀。

整首诗即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之叹。 

随后离开越中，赴永嘉。永嘉之行遇见了张子容： 

永嘉上浦馆逢张子容
17
 

逆旅相逢处，江村日暮时。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 

廨宇邻蛟室，人烟接岛夷。乡关万余里，失路一相悲。 

诗人遇见昔日好友，将内心的最深处的愁苦与委屈都坦露了，“乡关万余里，失路一相悲”。

时值岁暮，挚友二人一同去往张子容于乐城的宅子过年。第二年孟浩然作《永嘉别张子容》，

张子容亦有《送孟六归襄阳二首》
18
，悉列如下： 

永嘉别张子容  

旧国余归楚，新年子北征。 挂帆愁海路，分手恋朋情。  

日夕故园意，汀洲春草生。 何时一杯酒，重与李膺倾。 

                                                        
17
这里遵从陈贻焮先生在《孟浩然事迹考辩》的推论，孟浩然“于永嘉上浦馆遇张子容，曾同游江中孤屿。之后又到乐城张宅去过年。第二年初春

他们分别后张入京，孟还乡。”刘文刚先生的《孟浩然年谱》将《永嘉上浦馆送（逢）张子容》放在两人在乐城一同过年过后，理由是两人在分别

之后又见到了，大概是由于诗题里的“逢”、“送”二字，各版本记录不同，有作《永嘉上浦馆送张子容》、亦有作《永嘉上浦馆逢张子容》的。

本文认为，此诗应作《永嘉上浦馆逢张子容》，其一：这首诗从诗歌内容看更像一篇逆旅相逢之作；其二：从情理看，两人分离后再次相逢的概率

太小，若如此，这样的事应该在此诗中有相关描写。同时若依刘文刚先生的说法，孟浩然的行程未免有些混乱，两人一再送别又一再相遇，实在奇

怪；其三：陈贻焮先生的推论比较符合行旅逻辑，孟浩然应该是要去永嘉，《除夜乐城逢张少府作》中说“何知岁除夜,得见故乡亲”，他和张子

容是不期而遇的，而后一同去乐城。他之所以去乐城应该是由于张子容此时在乐城任职，否则应该不会往乐城去。故依陈贻焮说，此诗作《永嘉上

浦馆逢张子容》。 
18
《全唐诗》将此诗作王维之诗，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作张子容作。以宋本时代在前，本文亦依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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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孟六归襄阳二首（其二） 

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 

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 

其实到写《永嘉别张子容》别张子容之时，孟浩然的心绪仿佛不再那么执着于自己的失意上

面了，他的注意力得以从前面的“失路一相悲”转向分散到与张子容的友情上，分别之际，

孟浩然想的是两人真挚的感情以及与之再会的愿望。在这首诗里，孟浩然的无助、脆弱、自

我关注淡了许多。再比照张子容写给孟浩然的临别赠言。张子容劝孟浩然好生归家，读书养

心，不要徒劳的献赋。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张子容对孟浩然的了解、尊重、关切与责任。

他了解孟浩然适合什么，且由于志同道合，他以他自己的本质进入了孟浩然的本质；他也尊

重孟浩然这些时日表明或未表明的犹豫，安慰他“好是一生事”，不需要强求仕进；同时张

子容劝孟浩然回归旧庐读书养心，他没有做一个旁观者，而是对孟浩然的困境负起了责任。 

此后不久孟浩然便回到了襄阳。 

弗洛姆在《理性的挣扎》中指出，人诞生为人后开始断绝与自然的联系，丧失他自然的

根（脐带），于是人类需求中有一种根性（友爱与血亲爱）需要，最初这种需要是母亲给予

的，人成长之后，由于处境的日益复杂，这种原本由母亲给予的需要仍然存在，成年人渴求

受保护的情绪仍然很强。孟浩然从长安这个政治中心离开，成为了一个远离群体的单一的个

体，这种孤立无援的状态在他的诗里被“浮云”、“孤舟”等意象体现出来了。我们也可以

从这一时期孟浩然写给朋友的赠答诗中看到，由于暂时无法找到扎根方式，孟浩然对于朋友

是十分依赖的。孟浩然这一阶段的隐逸本身就是逃避，在这个逃避的过程中，他得以权衡自

己关于隐仕的选择，最后孟浩然回去了。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因为与张子容的会面，

通过孟浩然见张子容前后赠诗的对比以及张子容赠诗中对于孟浩然的真挚友谊，我们可以看

到孟浩然在与挚友张子容的相处中心态是有了一定转变的，其实对于此刻处于逃避状态孟浩

然来讲，与张子容的相处缓解了他孤立无助的状态： 

滞留在这一阶段的人，就对于受慈爱之人关怀保护的深深渴求；这种人是永远依赖别人

的，在失去母亲式的保护时，就有惊怕与不安全之感，但是当有一个慈爱的母亲或母亲替化

物——不论是真的或虚构的——存在时，他就是乐观而进取的。
19
 

从弗洛姆的观点来看，张子容便满足了孟浩然的根性需要。  

通过对这一时期孟浩然赠诗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适合山水的本性与好友的劝慰皆是孟

浩然由逃避到做出抉择的重要原因。 

 

三 

本阶段谈论的是孟浩然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即从孟浩然还乡后至孟浩然因病终于南

                                                        
19
 见弗洛姆原著，陈璃华译《人类状况——人本分析之钥》，《理性的挣扎》（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页 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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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首先来看这一时期作的《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游》： 

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游 

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徵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 

余复何为者，栖栖徒问津。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 

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归来当炎夏，耕稼不及春。 

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因声谢同列，吾慕颍阳真。 

这首诗是孟浩然还乡后写给在朝为官的“京邑旧游”的，也是自己对于第一次入长安的求仕

的一个总结，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有着一致心境。“余复何为者，栖栖徒问津” 这样

的的自我剖析与陶渊明 “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的自问自答如出

一辙。还表达了自己本有齐家治国的理想但却无法做到，于是决心“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

滨”的心志。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孟浩然都是过着登临山水、把酒对诗的生活。与张愿、

独孤册等人交好，其间有多首赠答之作。 

直至回乡第二年秋冬之际，写有《和卢明府送郑十三还京兼寄之什》、《送丁大凤进士

举》、《书怀贻京邑同好》
20
，三诗比和而观可知孟浩然仕进之心复起： 

送丁大凤进士赴举 

吾观鹪鹩赋，君负王佐才。 惜无金张援，十上空归来。 

弃置乡园老，翻飞羽翼摧。故人今在位，岐路莫迟回。 

书怀贻京邑同好 

维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沾末躬。 

昼夜常自强，词翰颇亦工。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 

慈亲向羸老，喜惧在深衷。甘脆朝不足，箪瓢夕屡空。 

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 

当途诉知己，投刺匪求蒙。秦楚邈离异，翻飞何日同。 

《和卢明府送郑十三还京兼寄之什》是一首送别之作，诗的末尾有：“寄语朝廷当世人，何

时重见长安道”，说到了长安也请替我传话,问问何日能够重上长安。这位“朝廷当世人”

应指张九龄
21
。后二诗的作诗背景亦在张九龄执政期间。《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又作《送丁

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这不仅是一首赠别之作亦是干谒之作，诗前六句写丁大凤怀才不

遇，无人援引的不平际遇，后以张九龄在位鼓励其去赴举，表面写友人事迹，其实也写自己，

仕进之意复起。最后一首则更加坦诚地正式地表达了自己出仕的愿望。孟浩然自述生平，从

家风谈到自身的努力，再到上有慈亲却家贫无禄的境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总的来说，张

九龄的执政让孟浩然原本淡化的仕进之心重新显露。孟浩然没有办法永远安稳地停留于一种

                                                        
20
 《书怀贻京邑同好》应作于孟浩然第二次去长安之时。（刘文刚先生大抵以“三十”界定该诗歌作于三十岁那年，陈贻焮先生《孟浩然事迹考辩》

一文的论证更有说服力，故将其归列于此），其一，此诗中虽有年岁表示，但诗题所说的有“京邑同好”与其三十岁所作的《田园作》中“乡曲无

知己，朝端乏亲故”中的描写是相违背的；其二，比起此诗是献给张说的说法，献给张九龄的推论更符合诗意，诗中 “当途诉知己，投刺匪求蒙。

秦楚邈离异，翻飞何日同”的叙述称对方知己，并说翻飞何日同，显然是与昔日好友说话的口吻，与张说比较而言，张九龄更符合对话对象。 
21
 理由参见刘文刚《孟浩然年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页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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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自然的被动状态： 

由于天赋的理性与想象，他无法以这被动、消极的生物角色为满足，无法以掷骰子似来

决定自己的命运为满足。他受到一种驱策力，要做个“创造者”来超越他生物的地位，超越

他生存的偶然性与被动性。 

张九龄的执政对于孟浩然来说就是这样一种驱策力，于是孟浩然开元二十二年重上长安。 

过程不知如何，但从其作于这一时期的赠诗来看，依旧是求仕无果。《留别王侍御》、《初

出关怀王大校书》皆作于此时。 

留别王侍御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索寞，还掩故园扉。 

初出关怀王大校书 

向夕槐烟起，葱茏池馆曛。客中无偶坐，关外惜离群。  

烛至萤光灭，荷枯雨滴闻。永怀蓬阁友，寂寞滞扬云。 

与第一次离开长安的犹豫与故作高蹈不同，这两首诗显露更多的是疲惫后的认命。第一首，

“只应守索寞，还掩故园扉”虽未细说自己在长安时的情状，但字里行间的落寞让人又能感

觉到那些无法言说心酸；第二首，“客中无偶坐，关外惜离群”形容自己孑然一身落寞归家。

还乡后，作《还山贻湛法师》： 

还山贻湛法师 

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心迹罕兼遂，崎岖多在尘。 

晚途归旧壑，偶与支公邻。喜得林下契，共推席上珍。 

念兹泛苦海，方便示迷津。道以微妙法，结为清净因。 

烦恼业顿舍，山林情转殷。朝来问疑义，夕话得清真。 

墨妙称今绝，词华惊世人。竹房闭虚静，花药连冬春。 

平石藉琴砚，落泉洒衣巾。欲知明灭意，朝夕海鸥驯。 

从这首诗来看，孟浩然在第二次求仕失败后，曾向佛教义理间寻找人生问题的解答。他在这

首给湛法师的信里写道：我自小接触佛理，常常以此来反省自身；但是我的想法与行为难以

统一，我走了许许多多的弯路；晚年归乡，得幸和您成为邻居；您以佛法度我脱离苦海，在

您的影响下我得以放下欲念，一天比一天平静；末尾便是对二人日常相处及对湛法师形象的

相关描写。此刻的诗人内心应该是相对平静的。 

开元二十五年入张九龄幕府，有《荆门上张丞相》诗：“ 觏止欣眉睫，沉沦拔草莱。

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以徐孺与陈蕃喻自己与张九龄，感激张九龄对自己的提拔。入

张九龄幕府后，与张常有诗唱和。此时的孟浩然仕进之心不如早年那么积极，正如他自己所

说“山林情转殷”。此间常有一些厌倦官场的诗作。《从张丞相游南纪城猎戏赠裴迥张参军》

中“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田。岁暮登城望，偏令乡思悬”与《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中“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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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意未遂，日夕登城隅。谁谓山林近，坐为符竹拘”、“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 等句

皆可看出孟浩然对幕府生活的厌倦。不久，孟浩然便因为生病还归襄阳了，两年后，逝于病

中。 

 “人之受缚于自然，血亲与土地，就限制了他个性与理性的发展。”
22
孟浩然后期的心

灰意懒也是他前期人生选择的必然归宿，这也算是一个比较消极的影响： 

孟浩然生活在封建社会较为承平的时代，作为有产业的士大夫，即使功名不就，壮志莫

酬，也曾有过不小的痛苦，但一生并未经历重大的社会变故，未卷入尖锐的政治斗争，并加

上人生观中存在明显的消极的因素，又长期住在乡下，过着优哉游哉的日子，对社会现实生

活缺乏广泛深刻的体验和认识。
23
 

山水使他拥有了敏锐的艺术感悟力，也让他与人为世界隔得比较远，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

理性的发展。孟浩然的真在人际交往与艺术创作中是十分可贵的，但放置在社会竞争中又是

脆弱的。他的退缩让他无法进步，于是一步一步就心灰意冷了。第二次入长安求仕失败后，

孟浩然很快便妥协了，即便后期进入张九龄的幕府，但其仕进之心还是日益消沉。 

 

小结 

赠答诗像一张巨大的网，里面交织着的各种社会关系，呈现出诗人的生存处境。从孟浩

然的诗里我们可以看到，孟浩然仿佛一生都在隐居，或为仕而隐，或无奈而隐，或妥协而隐；

同时他又一直处于仕隐之间，在他的隐居里，仕进从未缺席。通过对孟浩然的赠答诗分析，

通过这类诗中蕴含的仕隐心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孟浩然隐居之下遮盖的更为复杂的情况和

原因，使得我们得以更具体的认识孟浩然。不同于王维的通达，在孟浩然的处境里，隐便代

表着后退，仕进代表着迈进（尤指孟浩然赴举之后），同时他的进退两难和魏晋名士的进退

两难不同，后者的进退两难是出于仕隐背后名节与性命的对立，而孟的进退两难则出于一种

更为普遍的人性层面上的矛盾状况： 

人必须在进步与退步之间，在返回动物的生存与抵达人类的生存之间，做一个无法逃脱

的选择，而人的生命就取决于他自己的选择。任何后退的意图都是痛苦的，它不可避免地导

致苦难与精神病，导致生理上或精神上的死亡。而每向前迈进一步也是可怕而痛苦的……
24
 

从这个角度来看，孟浩然的处境其实也是当代社会我们每个人也都要面对的。 

 

 

 

 

                                                        
22
 见弗洛姆原著，陈璃华译《人类状况——人本分析之钥》，《理性的挣扎》（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页 65。 

23
 见陈贻焮选注《孟浩然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页 94-95。 

24
 见弗洛姆原著，陈璃华译《人类状况——人本分析之钥》，《理性的挣扎》（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页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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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o-jan’s reciprocal poetry grow to a documentary, to almost an entire movement of Meng Hao-jan’s life . 

In this paper, Meng Hao-jan’s life track is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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