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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对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的作品加以诠释，

并分析其题旨、艺术手法等，帮助读者正确理解其内

容。这对陶渊明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部颇有价值的

参考书。

该书适用于广大陶渊明作品爱好者及古诗研究

工作者。





再 版 的 话

１９９３年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陶渊明集注》，至今

仍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再版，其间经历了２４个年头，仔细想

想，真是感慨万千。这也算是世间少有的事吧！

这次再版，对原注作了部分修改，但仍保持原有的通俗特

色，语言更为简洁，注释更为详细，以助读者正确理解其内容，欣

赏其艺术风格。对于时下一些著作中宣扬的陶渊明“７６岁说”，

本次再版，特增加了一篇“附录”，予以必要的批驳，同时，对传统

的陶渊明“６３岁说”，更作了详尽的论证，一扫古今以来在年龄上

的种种谬说。

想起当初出版《陶渊明集注》时，艰难之情，难以言表，现在

它重又获得了新生，祝愿它健康地成长吧！





前　　言

一

陶渊明（三六五年至四二七年），又名潜，字元亮，世称靖节

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人，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

的田园诗人。

他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曾祖陶侃，任荆、江二州刺

史，并都督交、广、宁等七州军事，因平叛有功，受封长沙郡公，死

后赠大司马。祖父陶茂任武昌太守。父亲早就远离仕途，在陶

渊明童年时就去世了。因此，家道到陶渊明时就衰落了。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后期，正是晋宋易代的大动乱时代，民族

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非常尖锐。北方是所

谓的“五胡十六国”，各少数民族的贵族仍在互相混战，并不断对

南方进行侵扰；而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由于士族集团把持朝

政，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终于在公元三九九年，爆发了会稽

郡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运动，斗争的烈火燃遍浙江、福建、江苏

等许多地方。而东晋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更是接

连不断。晋孝武帝时，发生了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的专权；

晋安帝时，爆发了荆州刺史桓玄起兵反晋、夺取皇权的叛乱，随

后是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出兵讨伐桓玄的战争；晋恭帝时，

刘裕夺权篡弑，废晋自立。这一系列的事件，对陶渊明的思想、

生活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陶渊明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度过的。那



时，他把读书作为主要生活。“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

敦夙好，园林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少

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第十六首）他不但精读了《论

语》等儒家经典著作，还阅读了《庄子》《老子》等道家著作，《史

记》《汉书》等历史著作。因此，在青少年时期，他的头脑中已杂

糅了儒道两家的思想，而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忆我少壮时，

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八首》第五首）

他仍有着“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希望能通过出仕途径，实现“大

济苍生”的抱负。

他二十九岁（公元三九三年）开始出仕，初任江州祭酒。因

“不堪吏职”，不久就离职回家；后来州里召他为主簿，他也未去

上任。直到三十六岁（公元四〇〇年）时，他再次出仕，做荆州刺

史桓玄的参军，但结果仍大失所望：“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

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

涂口》）在桓玄官府干了约两年，这年（公元四〇一年）年冬就趁

母丧机会，辞官回家守丧。

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四〇三年），桓玄篡位，改国号为楚。

次年二月，刘裕联合了各方面的力量，出兵讨伐桓玄；三月，刘裕

被推为镇军将军，并都督八州军事。这时，陶渊明做了刘裕的参

军。“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

敢不至！”（《荣木》）在他四十岁时，为追求功名，东下曲阿，赴任

刘裕参军，但不久又辞职回家。这年秋天，他投奔建威将军、江

州刺史刘敬宣，做了他的参军。次年（公元四〇五年）春，刘敬宣

因和刘裕的部将刘毅不合，便辞去了刺史职务。陶渊明也只好

离职了，在离职前他曾为刘敬宣出使京都，路经钱溪时写了首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在诗中，他表达了归

隐田园的坚定意念。时诗人四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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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回家后，由于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又在这一年八

月，在离家百里的彭泽，做了县令。这是陶渊明仕途生涯中最后

一任官职。但他上任不久，就“眷然有归欤之情”。恰好他妹妹

丧于武昌，因奔丧心切，自动离职了，只做了八十多天的县令。

陶渊明的出仕，既是为生活所迫，也是为了“济世”。但他在

时而出仕、时而归田的过程中，逐渐看清了现实的黑暗，认清了

野心家桓玄、刘裕之流的面目，感觉到仕途险恶，再加上他禀性

刚正不阿，终于使他走上了洁身远祸的归隐道路。

陶渊明结束了他充满矛盾、不断探索、终至幻灭的仕途生涯

以后，从四十一岁（公元四〇五年）开始，过上了长达二十二年的

归隐生活。起初，他住在上京旧宅（在柴桑郊区）。这时，他一面

参加劳动，一面从事写作，心境开朗，思想也比较稳定，许多优秀

的作品如《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读山海经》等都创作于这一

时期。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

求！”他深感像他这样的人在那黑暗的社会里是不会有出路的，

于是下定决心，准备在田园生活中终了自己的余生：“聊乘化以

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此时，道家的顺应自然、消极避世的思

想已在他的头脑里占据了重要地位。

晋安帝义熙六年（公元四一〇年）冬，诗人迁居南村，时四十

六岁。关于这次迁居的原因，他在《移居》诗中说：“昔欲居南村，

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诗人对心地质朴的南

村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

在南村生活的头几年，诗人的思想不很稳定，特别是年迈贫

穷、志业无成的感慨经常在他的脑际萦绕，使他经受了严峻的考

验。《杂诗八首》就是他这一时期的思想、生活实录。稍后的《形

影神》一组诗，就是用诗的艺术形式，表现他思想上的矛盾、斗争

及其解决的过程。“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

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可见，道家的自然无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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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他的主导思想。因此在南村后期，他的思想又比较稳定，想

的不再是自己的贫穷和前途，而是怎样把归隐坚持到底。《饮

酒》二十首就是记述他这一时期的思想、生活的一组诗。

“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还旧居》）陶渊明在南村住了

六年，于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四一六年）冬迁回上京。时五

十二岁。

迁回旧居的这最后十一年，是陶渊明的思想和创作发展的

高峰时期。这时，正遇上刘裕夺权篡弑、晋宋易代的时局变故。

陶渊明从儒家的“忠君”观念出发，对晋安帝、晋恭帝的被害，对

东晋王朝的灭亡，表示极度的悲痛；对刘裕的弑夺行为表示极大

的不满和愤慨。他把这种感情写在《岁暮和张常侍》《述酒》等诗

中。大约在作《述酒》诗的同时，他又从自己的实际生活感受出发，

写出了寄托社会理想、反对封建剥削的光辉著作———《桃花源记并

诗》。这一时期，他还写了不少托古述怀、寄寓感慨的作品。

诗人的晚年，更是在极其贫困的生活中度过的。萧统《陶渊

明传》说：“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这时，他

身患重病，甚至挨饿很久，连起床也困难，但他还是不肯随便接

受别人的赒济。如檀道济是朝廷的命官，临去时送给他粮肉，他

却拒绝接受。但当饥饿无法忍受时，他也当过乞丐，向人求过食。

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四二七年）八九月，陶渊明在病中写

完了他生前最后的作品《挽歌诗》和《自祭文》。十一月，他最终

在贫病中结束了一生。享年六十三岁。

二

陶渊明的作品以诗歌为主，数量虽不多，但内容非常丰富。

反映田园生活是陶渊明作品的主要内容。诗人早在归隐以

前，已写了不少描绘乡居生活的诗，但许多杰出的诗篇，都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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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归隐之后。其中最有名的是《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

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等。

陶渊明的田园诗充满了对腐败官场的憎恶和对纯洁的田园

的热爱。在《归园田居》第一首中，他把官场斥责为“尘网”“樊

笼”，把投身仕途看成是“羁鸟”“池鱼”，表现了他对官场的极端

的鄙视；而对他向往的田园，则极其细致地写出了它的清静幽

美，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田园生活的无限热爱之情。在这里，淳

朴、宁静的田园与黑暗、腐败的官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充分表

达了诗人的爱憎感情。

诗人回到农村，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而且感受很深。反映

他参加农事劳动及其所得的感受，是他田园诗的重要内容。《归园

田居》第三首，就是写他晨出晚归，披星戴月，在豆田里锄草，虽然

衣服被露水打湿了，但他仍不感到可惜，只希望不要违背自己的意

愿。《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写他在西田收获早稻，体

验到终日田间劳动的艰辛，以及为衣食而辛勤劳动的喜悦。

描绘田园风光也是其田园诗的重要部分。诗人远离污浊的

现实，回到风景优美的庐山农村，就以纯挚、欣喜的心情画下了

许多幽美的自然图景：“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

春怀古田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孟夏

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微雨从东

来，好风与之俱。”（《读山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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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冠岩列。”（《和郭主

簿》）“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

（《己酉岁九月九日》）这一幅幅优美的田园风光和清奇茫远的自

然景色，不仅形象鲜明，自然真切，而且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调，

充满强烈的感情色彩。

诗人归隐后长期住在农村，还写了不少作品来歌咏这种陶

然自乐的归隐生活。如《饮酒》第五首，写他在东篱下采菊，并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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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地看着南山的安适自得的心情。第七首写他摘菊饮酒、啸傲

东轩的生活乐趣。从这些诗里，可以看出他对这种自由自在、毫

无约束的归隐生活是很满意的。

此外，陶渊明的田园诗，还描写和农民之间的淳朴真率的友

谊，揭示农村的荒凉景象，叙述对农事的看法等。总之，诗人把

农村题材大量写入诗中，为诗歌领域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被后

人称为田园诗人之宗。

揭露社会黑暗、反映政局变故是陶渊明作品的另一重要内

容。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对桓玄、刘裕等阴谋野心家是

极其不满的，但他又无力反抗，因此走上了洁身自好的归隐道

路。退隐后，他并没有忘记国事，相反，不断地用他充满愤懑感

情的笔，来记述这风雨飘摇的年代。在《岁暮和张常侍》诗里，他

不仅对晋安帝的遇害深表哀痛之情，还暴露了当时乌云满天、民

不聊生的黑暗现实。《述酒》写在晋亡后不久，是叙述东晋王朝

的兴亡过程，哀悼晋恭帝的被弑，揭露桓玄、刘裕等无耻的篡夺

行径。《拟古》第九首则以种桑为喻，描写刘裕称帝前后的政局

变故。《拟古》第七首写人民群众对时政变化的悲叹。可见陶渊

明虽身在田园，但他仍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

诗人生活在宁静的农村里，他的思想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特

别是有志难骋、壮志未酬等问题经常萦绕在他的脑际，使他忍受

着极大的痛苦。他有不少诗作就是记述他这种复杂的思想感情

变化的。如《杂诗八首》第二首，写他面对着清美的秋夜月色，从

阵阵的凉风，发冷的枕席，感到时节的变易；又从时节的变易想

到日月流逝，年华虚度，而自己一事无成，不禁内心悲愤凄苦，以

致彻夜不寐。第五首写他青壮年时很有雄心壮志，但随着岁月

的推移，这种雄心壮志渐渐离去了，而现在已成了年迈力衰之

人，想到未来的前途，古人对光阴的珍惜，心里非常害怕，从而展

示了诗人心中的矛盾痛苦，以及对黑暗现实的无比怨恨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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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在农村的生活很艰苦。因此，反映他艰难的农村生

活也是他作品的重要题材。《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写他家中着

火，把整个院子烧光了，只好住在船棚里。《杂诗八首》第八首写

他过着“寒馁常糟糠”的日子，连最低的生活需求都不能得到。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写他经常遭到风雨旱虫的灾害，过

着“长抱饥”“无被眠”的困窘生活。《五柳先生传》写他住在“不

蔽风日”的破屋里，衣服褴褛，食饮屡缺，一贫如洗。《有会而作》

写他晚年遭到自然灾害，田里没有收成，只好经常挨饿。《乞食》

写他饥来无法忍受时，曾向人去求过食。由此可见，陶渊明的归

隐生活的确是非常贫困的。

诗人还有部分作品表现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

他在《和郭主簿》诗里，以陵岑、芳菊、青松等清奇挺拔的自然景

物，象征他超群不凡的坚贞品格。在《饮酒》第八首中也以青松

象征他挺立不屈的性格。《咏贫士》第一首，以孤云、独鸟，象征

他的孤傲高洁。此外，还通过对古人古事的赞颂，来表现他的情

操。如《咏贫士》通过对古代贫士的咏叹，表达他甘居贫困、不慕

荣华富贵的志趣。《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等诗，表面看来

是吟咏历史人物，但实际上也是批判当时恶浊的现实，表现他愤

世嫉俗的强烈感情的。其他如《读史述九章》《扇上画赞》《感士

不遇赋》等，也都是托古述怀的。

陶渊明在晚年时期写出了一篇脍炙人口、具有浪漫主义色

彩的光辉篇章———《桃花源记并诗》，提出了他的社会理想，标志

着诗人的思想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作品中描写的“桃花源”是诗人所设计的理想社会。在那

里，环境幽美清静，人人平等，大家劳动，生活富裕，这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尤其可贵的是，诗人

还大胆地否定了君权和封建剥削制度。在他设想的社会里，没

有君主，没有王朝更迭。“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没有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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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掠夺。这是多么美好的社会啊！而且，诗人所说的理想社会，是

人人同乐，大家同富，不只是他个人的小天地，这思想又是何等的

高尚！所以，这篇作品又深刻地表达了陶渊明进步的社会观。

陶渊明作品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但也

有及时行乐、人生如梦、乐天知命等消极思想，反映了陶渊明消

极颓唐的情绪，对后世也起了某些不良的影响。

三

陶渊明是现实主义文学巨匠。他在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

中，以现实主义这支巨笔，写出了许多表现风云变幻的年代、自

己艰难困苦的历程、劳动人民的意愿以及幽美清静田园风光的

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有着卓越的艺术成就。这主要表现在艺术

风格的多样性、艺术手法的高超和语言的丰富多彩等诸多方面。

陶诗的艺术风格，因作品的内容不同，也多种多样，但“平淡

自然”是其独具的风格。

陶渊明的田园诗大都具有“平淡自然”的艺术风格。这是由

于诗人长期生活在农村，并亲自参加劳动，与农民有所接触，使

他对农村的生活有了深刻的感受，再加上他真切而又自然的反

映，使人感到好像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的痕迹，表

现出一种平淡、自然、朴实、质直的风格。

“豪放”是陶诗的另一种艺术风格。这种风格的作品，大多

是通过对历史人物、事件的咏叹或对神仙怪异的颂扬，表达诗人

激昂慷慨的情怀和“金刚怒目”的气概。《咏荆轲》《读山海经》中

的“夸父诞宏志”“精卫衔微木”等诗作，都具有这种豪迈奔放的

艺术特色。如《咏荆轲》一诗，通过对历史人物荆轲的咏叹，宣泄

诗人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不满，寄托他的豪情，表达他为晋复仇的

侠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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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郁”是陶诗的又一种艺术风格。这类风格的诗大都是写诗

人内心的矛盾痛苦，多种多样的感慨，表现出一种悲愤沉郁的感

情。《杂诗八首》《饮酒》《拟古》等部分诗作都属于这种风格。

陶诗的另一种重要风格是“含蓄”。它常通过比喻、借代等

手法来表达思想感情，所以具有寄托深远、含意隽永、耐人寻味

的特点。

陶诗高超的艺术手法也为后人所称道。陶渊明的许多诗，

善于在描绘自然景物中融入作者的思想感情，善于把抒情和写

景、叙事紧密结合在一起，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如《己酉

岁九月九日》，上部分描写凄凉的暮秋景色，下部分抒写诗人心

中的苦恼。感时悲怀，触景生情，充满着凄怆抑郁的情调；而且

作品上下结合，情景交融，景与意会，意与景谐，生动地表现了悲

秋这个主题。

白描手法也是陶诗常用的艺术手法。诗人善于以最简练的

笔墨，不加任何烘托，勾勒出生动的形象、鲜明的特征。描绘景

物也不用浓墨重彩，只淡淡几笔，就把景物的神态勾画出来了。

如《于王抚军座送客》开头两句，简单十个字，就很准确地写出了

暮秋景物的特色。接下“寒气”四句，以极洁净的笔触，把登高所

见的四周景物的特征，描绘得极其鲜明真切。最后“逝止”四句，

也以简练的语言，把送者别后惆怅留恋的神情，刻画得惟妙惟

肖，十分传神。

通过描写日常的细小事物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这也是

陶诗常用的重要艺术手法。诗人常把自己深厚的思想感情，倾

注到一般人们所不注意的十分细小平常的具体事物形象之中。

这些日常的具体事物，只要经过诗人的点化，就能达到很高的艺

术境界，即使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却也使人感到诗意盎然，饶有

风味。《饮酒》第七首中写的菊、露、英（花）、忘忧物（酒）、觞

（杯）、壶、群动（各种动物）、鸟、林、轩（小屋），都是日常的细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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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却成了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材料。诗人通过这些

材料，具体地描绘了摘菊饮酒、啸傲东轩的归隐乐趣，也真切地

表现他的“远我遗世情”的思想。

陶诗的语言丰富多彩，不拘一格，但“平易质朴”是其主要特色。

陶渊明的许多诗，读来明白如话，非常易懂，“田家语”的成

分的确不少。这是因为诗人离开官场后，回到风景优美的故

乡———庐山农村，并经常和农民接近，这就给他造成了一个运用人

民群众的通俗语言来写诗的有利条件。他从人民群众的语言中，

选择、提炼、熔铸了大量诗的语言，写出了许多光辉灿烂的诗篇。

陶渊明的田园诗大都具有通俗、平易、自然、朴实的特点。

它们没有华美绮丽的词藻，都是些不加雕饰的语言，平淡无奇的

诗句，但细细回味，却意境深远，诗味浓郁，充满生活情趣。这是

作者进行高度艺术概括和锤炼的结果。

“含蓄蕴藉”是陶诗语言的另一重要特色。陶渊明的有些

诗，委婉含蓄，巧妙生动，言近旨远，意味深长，具有发人深思、耐

人咀嚼的特点。这些诗常是一些“托物言情”的政治抒情诗，必

须经过细细体味才能领会其中的意思。

在陶诗语言中，“俊秀清丽”也是它的重要特色。许多描绘

田园山水风光的诗篇，不但文词清俊秀丽，形象鲜明真切，而且

常通过所描绘的自然景物，表达作者真挚的思想感情。

陶渊明的作品成就是很高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

的。但由于诗人和当时的文人普遍倾向背道而驰，再加上他家

道破落，因此在当时没有得到重视，到唐代，他的影响才逐渐扩

大起来。

从思想上说，他的反抗黑暗现实、蔑视权贵、不愿与世俗同

流合污的高尚气节，对后代的进步作家影响很大。如唐代大诗

人李白曾一再表示对陶渊明的企羡：“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

亲”，“何日到彭泽，狂歌五柳前”。他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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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叛逆性格，显然是受了陶渊明的影响。大诗

人杜甫也曾表示过对陶渊明的仰慕。白居易还写了《效陶潜体

诗十六首》。宋代大文豪苏轼也有《和陶诗》一百二十首。可见

他的影响之大。但另一方面，陶渊明的消极避世思想，对后代一

些作家也起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从艺术上说，他的影响基本是积极的。从六朝到清末，凡有

成就的作家，几乎没有一个不受到他作品的艺术熏陶。尤其是

唐代，许多诗人都从陶诗中汲取过有益的营养。清代诗人沈德

潜在其所撰的《说诗晬语》里说：“陶诗胸次浩然，其有一段渊深

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

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陶

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可知王维、孟浩然等诗人作品风格的形成，

受陶诗的影响极深。

本书在编排上，均以作品的写作年代前后为序。这样便于

读者了解陶渊明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但由

于年代遥远，要完全准确地系年是有困难的。有些作品，作者已

标明年月；有些没有标明，对于这类作品，虽经多方面研究推论，给

它系在一个适当的年代上，但这也不一定完全准确。在注释方面，

尽可能地把每篇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或环境、主题或内容，加以详

细说明；除了疏通词义和句义外，还对其出处和用典，也尽量予以

详细注明，以帮助读者了解它的真正含义。

《陶渊明集》古今版本颇多，文字也多有出入。本书的编注

参阅了多种版本，选用其中最妥善的文字。在编注中，也参考和

吸收了前人及今人的一些研究成果，这里不一一加以说明了。

若有不妥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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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统陶渊明传

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人也。曾祖侃，晋

大司马。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尝

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亲老家贫，起为州祭

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

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

“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

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

去之。

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

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

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

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

足矣。”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岁

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

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征著

作郎，不就。

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渊明尝往庐山，弘命渊明

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之间邀之。渊明有脚疾，使一门

生、二儿舁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迕也。先

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渊明情款，后为始安郡，经

过浔阳，日造渊明饮焉。每往必酣饮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弥日

不得。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



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

便就酌，醉而归。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

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

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尝候之，值其酿熟，取头上

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

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

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后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

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

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

讲肆，校书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自以曾祖

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元嘉

四年，将复征命，会卒，时年六十三。世号“靖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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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命　　子

【说明】

本诗是给长子俨命名时所作，当写在俨出生后不久。据《与

子俨等疏》说：“汝虽不同生”，可知长子俨为前妻所生。又据《怨

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云“始室丧其偏”，知前妻当丧在陶渊

明三十岁时。又据《责子》诗说：“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

匹。……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这时，大儿子阿舒（俨的小

名）已十六岁，最小的儿子通子也近九岁，而此诗作在晋安帝义

熙四年（公元四〇八年）。由此可推知，长子俨当生在晋孝武帝

太元十八年（公元三九三年），时陶渊明二十九岁，当时正盼望有

个儿子。

本诗共十章，主要内容是写家史，从远祖帝尧写起，经三代

到晋，一直到生长子俨为止，充满着封建门阀观念。第一章写自

己的远祖是帝尧，其子孙在舜代，能继承祖业，发扬光大；在夏、

商、周三代，能辅助君主，有个叫陶叔的，被任为司徒。第二章写

在纷乱的战国时代，自己家族中无人为官；到汉初，有个叫陶舍，

被封为愍侯。第三章写陶舍运当攀龙，有赫赫战功，封于开封。

他的儿子陶青也非常勤勉，被拜为丞相。第四章写陶青以后，家

族又一度衰落；到东晋，曾祖陶侃，业绩昭著，被封为长沙郡公。

第五章写陶侃功成身退的优秀品德。第六章写祖父陶茂为官谨

慎，以高尚的德义和慈善的性格著称于世；父亲陶逸在风云变幻



的年代，早就隐退。第七章写自己双鬓白发已生，因缺德少才，

一无成就，正在为后代着急的时候，大儿呱呱降生了。第八章写

俨出生的时辰良好，所以取名叫俨，取字叫求思，希望他像孔子

的后代孔伋那样能继承祖业。第九章写不愿儿子也像自己一样

丑陋。第十章写希望儿子长大后要勤勉努力，做个有才干的人。

悠悠我祖，　　　　爰自陶唐①。

邈焉虞宾， 历世重光②。

御龙勤夏， 豕韦翼商③。

穆穆司徒， 厥族以昌④。

纷纷战国， 漠漠衰周⑤。

凤隐于林， 幽人在丘⑥。

逸虬绕云， 奔鲸骇流⑦。

天集有汉， 眷予愍侯⑧。

於赫愍侯， 运当攀龙⑨；

抚剑风迈， 显兹武功⑩。

书誓河山， 启土开封瑏瑡。

亹亹丞相， 允迪前踪瑏瑢。

浑浑长源， 蔚蔚洪柯瑏瑣；

群川载导， 众条载罗瑏瑤。

时有语默， 运因隆窊瑏瑥。

在我中晋， 业融长沙瑏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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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桓长沙， 伊勋伊德瑏瑧。

天子畴我， 专征南国瑏瑨。

功遂辞归， 临宠不忒瑏瑩。

孰谓斯心， 而近可得瑐瑠？

肃矣我祖， 慎终如始瑐瑡；

直方二台， 惠和千里瑐瑢。

於皇仁考， 淡焉虚止瑐瑣；

寄迹风云， 冥兹愠喜瑐瑤。

嗟余寡陋， 瞻望弗及瑐瑥。

顾惭华鬓， 负影只立瑐瑦。

三千之罪， 无后为急瑐瑧。

我诚念哉， 呱闻尔泣瑐瑨。

卜云嘉日， 占亦良时瑐瑩。

名汝曰俨， 字汝求思瑑瑠。

温恭朝夕， 念兹在兹瑑瑡。

尚想孔伋， 庶其企而瑑瑢！

厉夜生子， 遽而求火瑑瑣。

凡百有心， 奚特于我瑑瑤！

既见其生， 实欲其可瑑瑥。

人亦有言， 斯情无假瑑瑦。

３诗　



日居月诸， 渐免于孩瑑瑧。

福不虚至， 祸亦易来瑑瑨。

夙兴夜寐， 愿尔斯才瑑瑩。

尔之不才， 亦已焉哉瑒瑠！

【注释】

① 悠悠：遥远。爰：乃。陶唐：帝尧的两处封地，后称帝尧为陶唐

氏。这两句是说，帝尧是我家族的最远祖先。

② 邈（犿犻ǎ狅）：远。焉：语助词。虞宾：相传尧禅位给虞舜，因而他的

子孙就成了舜的宾客，故称虞宾。历世：历代。重光：指日和月。旧时多

用以谀称帝王功德的前后相继。这两句意谓帝尧的子孙在舜时，也大显身

手，功德相传不绝。

③ 御龙、豕（狊犺ǐ）韦：陶唐氏的后裔，在夏称御龙氏，在商称豕韦氏。

勤：服务。翼：辅助。这两句意谓帝尧的后裔在夏、商两代，也能积极辅助

君主，为其服务。

④ 穆穆：仪表美好，容止端庄威武。司徒：古官名，掌管国家的土地

和人民。《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公相王室，将陶氏、施氏等殷民七族分给

康叔，以陶叔为司徒。厥族：其族。以昌：以之昌盛。这两句是说，到了周

代，陶叔做了司徒，他的家族因此而昌盛起来。

⑤ 纷纷：紊乱。漠漠：寂寞。衰周：衰落的周代，此指东周末年。

⑥ 凤：凤凰，此喻贤人。幽人：隐士。丘：山。以上四句是说，在纷乱

的战国时代，贤人隐士多不出仕，隐居在山林里。谓陶氏这时也没有人出

来做官。

⑦ 逸虬（狇犻ú）：奔窜的虬龙。虬，古代传说中一种无角的龙。绕云：

骚扰云中。骇流：惊扰河流。这两句比喻战国七雄狂暴纵横，互相征战。

⑧ 天集：上天成就。有汉：汉代。有，语助词。眷予：顾念给予。愍

（犿ǐ狀）侯：指陶舍，他是汉高祖时的右司马，初随刘邦，以中尉击燕，定代，

因有此功绩，封为愍侯。这两句是说，上天成就了汉代，陶舍也被封为

愍侯。

⑨ 於（狑ū）赫：赞叹之词。於，叹词；赫，显赫。运：命运。攀龙：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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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龙，喻天子。

⑩ 抚剑：持剑。风迈：威武豪迈。武功：指陶舍击燕定代之事。

瑏瑡 书誓河山：语出《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封爵之誓曰：‘使河

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说汉高祖在封爵誓言里说，把山

河当作磨刀石和绳带一样的平常之物分赠给有功之臣。启土：打开土地，

意谓赠地。开封：地名，今河南开封市。这句是说把开封封给陶舍。以上

六句写陶舍事。

瑏瑢 这两句是写陶舍的儿子陶青事。亹（狑ě犻）亹：勤勉的样子。丞相：

陶青于汉景帝二年拜为丞相。允：诚然。迪：跟上。前踪：前人的踪迹，

意指陶舍的功德。这两句是说，丞相陶青非常勤勉，能继承他父亲的功德。

瑏瑣 浑浑：水流盛大。长源：长流的源头。蔚蔚：高大茂盛。洪柯：大

树枝。这两句是比喻陶氏先世昌盛。

瑏瑤 群川：许多河流。载：开始。导：通达。众条：众多枝条。罗：罗

列。这两句是比喻陶氏后裔得以繁荣。

瑏瑥 时：时运，时机。语默：说话与沉默，此指朝野，在朝廷做官或散居

民间。运：运气，命运。因：因而。隆窊（狑ā）：原指地形隆起或洼下，此指

运气高低。这两句意谓时机有好有坏，因而运气也有高有低。

瑏瑦 中晋：晋代的中世，指东晋。业：业绩。融：昭著。长沙：即长沙

郡公，指陶渊明的曾祖陶侃。陶侃在晋明帝时因平定苏峻有功，封长沙

郡公。

瑏瑧 桓桓：威武。伊：语助词。这两句是说，威武的长沙郡公，既有功

勋，又有德行。

瑏瑨 畴：通“酬”，酬答，引申为“重用”。我：指陶侃。专征：专自征伐。

南国：中国的南部。陶侃被委以重任，坐镇武昌，督交、广、宁等七州军事。

瑏瑩 功遂：功成。辞归：据《晋书》载，陶侃在逝世前一年辞官归里。临

宠：面临皇上的宠爱。不忒（狋è）：不迷惑。

瑐瑠 斯心：此心，指功成身退之心。近：近世。这两句是说，谁说这种

功成身退之心，在近世是可以找得到的？

瑐瑡 肃：恭敬。我祖：据《晋书·陶潜传》载，陶渊明的祖父陶茂，为武

昌太守。慎终如始：自始至终都谨慎小心。

瑐瑢 “直方”句：直方，此指德义。语出《易·坤》：“君子敬以直内，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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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外。”二台，内台、外台的合称。《汉官仪》说，御史台内掌兰台秘书，外督

诸州刺史，故以兰台为内台，刺史治所为外台。这句意谓陶茂的德义著称

于内、外二台。“惠和”句：惠和，仁慈和善。千里：指太守管辖的范围。这

句意谓陶茂的仁慈和善传扬于他所管辖的范围之内。

瑐瑣 於（狑ū）皇：赞美之词。皇，美、大。仁考：仁慈的亡父。考，父死曰

考。淡焉虚止：形容恬淡虚静。焉、止，语助词。有关陶父的名字和事迹，

史无记载，但据陶茂麟的《家谱》说，渊明父名陶逸。

瑐瑤 寄迹：寄身。风云：喻变幻不定的局势。冥：远离。愠（狔ù狀）喜：

怨恨欢喜，此借指仕途。语出《论语·公冶长》：“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

喜色，三已（罢）之，无愠色。”这两句意谓：陶渊明的亡父处身于风云变幻

的年代，所以早就远离仕途。

瑐瑥 嗟（犼犻ē）：叹。寡陋：意谓缺德少才。这两句是说，感叹我缺德少

才，只能仰望而不能赶上他们。

瑐瑦 顾：但，只。华鬓：花白的鬓发。负影只立：背着影子独自站立，

谓只有一人。这两句是说，只是惭愧双鬓已经花白，而自己仍独身一人。

瑐瑧 《孝经》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无后就是不孝之罪，

因此无后是最急的。

瑐瑨 呱（ɡū）：婴儿啼哭声。尔：你。这两句是说，我的确想念有个儿子

啊，终于听到你的呱呱哭声。

瑐瑩 卜、占：占卜。云：说。这两句是说，卜辞上说你的出生时日是很

好的。

瑑瑠 汝（狉ǔ）：你。俨：恭敬的意思。求思：追求子思。子思是孔子的孙

子孔伋（犼í）的字。孔伋是战国初期哲学家。相传他曾受业于曾子，把儒家

的道德观念“诚”说成是世界的本原，并把“中庸”作为他学说的核心。因此

后来被统治阶级尊为“述圣”。

瑑瑡 温恭：温和恭敬。朝夕：早晚。这两句意谓时时处处要温和恭敬，

不要忘记这名和字的意义。

瑑瑢 庶：庶几，差不多。其：语气助词。企：企望。而：语气词，意略同

“矣”。这两句是说，还想到向孔伋学习，差不多就有希望了。

瑑瑣 厉：同“疠”，此指生癞病的人。遽（犼ù）：急。这两句是说，癞病的人

夜里生儿子，就急忙取火去看他，唯恐像自己一样丑陋。语出《庄子·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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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厉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瑑瑤 凡百：概括之词，大凡、众人的意思。有心：有此心意，指不愿儿子

也像自己一样丑陋。奚特：岂独。这两句是说，大凡人都有这样的心意，

岂止我呢！

瑑瑥 其：代词，指俨。实欲：真诚地希望。可：适可，良好。这两句是

说，既然看见你生下来了，真诚地希望你长得好看些。

瑑瑦 斯情：此情，指“实欲其可”的心情。

瑑瑧 居（犼ī）、诸：语助词，意同“乎”。免：免除。孩：幼儿。这两句是

说，日子一天天过去，你渐渐长大了，不再是幼儿了。

瑑瑨 这两句是说，福不会白白来到，可祸却容易惹来。

瑑瑩 夙（狊ù）兴夜寐（犿è犻）：早起晚睡，形容勤奋不懈。斯才：有才干。

斯，语助词。这两句是说，希望你早起晚睡，勤奋学习，增长才干。

瑒瑠 已：算了。这两句是说，你没有才干，也就算了吧！

【辑评】

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二：初读之，叙次雅穆，嫌其结语不

称前幅，以少浑厚也。虽然，俨既渐免于孩，不好纸笔，已见无成

矣，陶翁有激而言，盖不得已哉。杜子美讥之云：“陶翁避俗人，

未必能达道，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如杜称“骥子好男儿”，

不既以贤挂怀耶？观靖节《命子》《责子》二作，子俱不才，委之天

运，可谓善自遣矣。

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前半序述安雅，后半抒

写淋漓。安雅为四古常格，其淋漓处笔腾墨飞，非汉、魏以来所

能拟似。

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一：此诗自首章追溯唐、虞、夏、

商，盖厚陶姓氏族之所自来也。次章“眷予愍侯”，言陶舍从汉破

代封侯，因乱而获武功也。三章“亹亹丞相”，谓陶青为丞相，能

迪前踪也。四章言“运因隆窊”，谓陶青以后，未有显著者，适至

中晋而业融长沙也。五章言长沙郡公勋德并及其心期之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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