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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与艺术研究】

英语世界解读陶渊明形象的基调和路径 ∗
———以海陶玮《 陶潜的饮酒诗》 为中心
刘丽丽
摘

要：美国汉学家海陶玮的《 陶潜的饮酒诗》 是英语世界解读陶渊明形象的根源，奠定了英语世界陶学的基调。

该文细致分析了陶渊明在辞官归田这一重大人生选择期间面临窘迫生活时的复杂内心世界，认为诗人塑造的艺术
形象并不是其真实形象，“ 以文立传、流芳百世” 才是其创作诗文的真正意图。 海陶玮把诗人放入一种不同于中国
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中进行审视，呈现出西方从“ 他者” 视角研究中国文学的路径，与国内学者因推崇
诗人伟大品格进而倾向正面解读诗人作品具有明显的区别，深刻地影响着西方陶学的基调。 海陶玮主要通过深入
挖掘分析作品文本解读人物、从互文关照来全面理解诗意两条路径来解读建构陶渊明形象。 在其研究基础之上，
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陶渊明形象提出了更加丰富而复杂的解读方式，建构了“ 另类陶渊明”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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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学“ 是关于陶渊明及其诗文的学问，是历代

论文。 其中《 陶潜的饮酒诗》 一文可以看作是英语

如果从六朝

世界解读陶渊明形象的根源，奠定了英语世界陶学

陶学家的感受、理解和评价的总汇” ① 。

时期颜延之的《 陶徵士诔》 算起，陶学在国内至今已
有 １５００ 多年的历史；如果从隋唐时期陶渊明作品流
传日韩算起，陶学在国外至今已有 １２００ 多年的历
史。 西方陶学从一开始就具有与中国传统陶学完全

不同的面貌，与传统陶学形成一种质疑、挑战和碰撞

之势。 美国汉学家海陶玮（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ｉｇｈｔｏｗｅｒ，

的基调，使得陶渊明形象发生了“ 他乡的流变” ，在
浩如烟海的世界陶学中，形成了不可忽视的西方陶
学支流力量。
一、英语世界对陶渊明的认知形象和解读基调
英语世界对陶渊明的诗文翻译始于 １８８３ 年英

１９１５—２００６） 生前是哈佛大学教授，是美国最早从事

国汉学家翟理斯 （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Ａ． Ｇｉｌｅｓ， １８４５—１９３５） 的

明的权威，代表作《 陶潜诗集》 （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Ｔ’ ａｏ

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开始逐步进入研究阶段。 这时

中国文学研究的专业学者，也是西方早期研究陶渊

《 古文 选 珍》 （ Ｇｅｍ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ｓｅ） 。 ２０

Ｃｈ’ ｉｅｎ） 是英语世界第一部陶集注译本，他在注译陶

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汉学家海陶玮和澳大利亚

（ Ｔｈｅ Ｆｕ ｏｆ Ｔ’ ａｏ Ｃｈ’ ｉｅｎ） 、《 陶潜的饮酒诗》 （ Ｔ’ ａｏ

译《 陶潜诗集》 过程中，对《 饮酒》 诗二十首进行了逐

集前后相 继 发 表 的 系 列 陶 学 论 文 如 《 陶 潜 的 赋》

Ｃｈ’ ｉｅｎ’ ｓ“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ｉｎｅ” Ｐｏｅｍｓ） 和《 陶潜诗歌中的

典故》 （ Ａｌ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Ｔ’ ａｏ Ｃｈ’ ｉｅｎ） 是英语
世界对陶渊明诗文从翻译研究转向专题研究的重要

汉学家戴维斯（ Ｄａｖｉｓ Ａｌｂｅｒｔ Ｒｉｃｈａｒｄ） 。 海陶玮在翻
首翻译和专题研究，形成论文《 陶潜的饮酒诗》 ，在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文明研究委
员会举办的以“ 中国文类研究” 为主题的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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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交，随后发表在会议论文集 《 中国文学体裁研

古典诗人的鼻祖———自我意识极重，常为自己

该论文收 录 在 华 裔 学 者 周 策 纵 主 编 的 《 文 林》 中，

突中赢得一分纯真。 ⑦

究》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Ｇｅｎｒｅｓ） ② 中。

１９６８ 年

１９９８ 年又被收录到海陶玮与叶嘉莹合著的《 中国诗
词研究》 ③ 中。

通过以上的发表、收录等，这篇论文

在西方受到广泛关注。
论文细致分析了陶渊明在辞官归田这一重大人
生选择期间面临窘迫生活时的复杂内心世界，认为
诗人塑造的艺术形象并不是陶渊明的真实形象，“ 以
文立传、流芳百世” 才是其创作诗文的真正意图，这
种观点建构了“ 另类陶渊明” 形象，对中国传统意义
上品行高洁、超然物外、乐观豁达的陶渊明形象提出
了质疑，这种质疑所体现的解陶思路对西方学者具
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奠定了英语世界陶学的基调。
正如汉学家勃雷尔（ Ａｎｎｅ Ｂｉｒｒｅｌｌ） 所说，“ 海陶玮、戴
维斯对陶集的翻译、注释和研究，为其他学者进一步
探讨陶学中的各种专题奠定了基础” ④ 。

戴维斯也是西方著名的陶学专家， 著有 《 陶渊
明：他 的 作 品 和 意 义》 （ Ｔａｏ Ｙｕａｎ － ｍｉｎｇ （ ＡＤ３６５ －

的价值与行为辩护，竭尽全力要从内心价值冲
同年，耶鲁大学孙康宜《 六朝诗》 （ Ｓｉｘ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Ｐｏｅｔｒｙ） 专章讨论了陶渊明，认为“ 他在诗歌中对本人
的自我进行了迫切寻求；通过其真实的历史意识和
自然净化，（ 这一寻求） 结晶成为更为宽广的个人表
现，为完全成熟的抒情方式铺平了道路” ⑧ 。 二十年
后，该书中文版《 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 出
版之际，孙康宜在该书加了一篇附录《 为陶潜卸下面
具与阐释的不确定性》 （ Ｔｈｅ Ｕｎｍａｓ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ａｏ 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ｃ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⑨ ，似乎是对之
前发表的观点进行了反思。 她从接受史的角度，梳
理了中国对陶渊明及其作品的不同认识和解读，也
就是她在文章中所指的陶渊明被戴上和卸下的不同
面具，从而说明同一文本被主观解读和阐释的不确
定性。 孙康宜的分析是想证明，偶像化、理想化的陶
渊明形象其实是由读者发明创造出来的。

张隆溪 １９９２ 年《 道与逻各斯：中西文学阐释学》

４２７） ： Ｈｉｓ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ａｎｉｎｇ） 。 戴维斯对中国

（ Ｔｈｅ Ｔａｏ ａｎｄ Ｌｏｇｏｓ：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Ｅａｓｔ ａｎｄ

疑和批评，他认为，陶渊明人格受到后世中国文人赞

关系作了专章论述，认为言简意赅的语言和文体风

传统“ 知人论世” “ 文如其人” 的治陶思路提出了质
誉，是因为他的形象是一个极为成功的文学形象，其
他人很容易将诗人自己和这个形象等同起来。 事实
上，“ 陶渊明成功地实现了他归隐的愿望，同时也为
世人创造出一个易被人接受的个人形象” ⑤ ，这是一

Ｗｅｓｔ） 从中西诗歌阐释学的比较视野对陶诗的言意
格是诗人深思熟虑后主动采取的“ 沉默诗学” 。 田
晓菲 《 尘 几 录： 陶 渊 明 与 手 抄 本 文 化 研 究 》 （ Ｔａｏ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ａ
Ｄｕｓｔｙ Ｔａｂｌｅ） 一书中把陶渊明研究置于中古时期手

位在世时就成功塑造自身传奇的诗人。 陶渊明诗文

抄本文化的参照框架中，采用异文研究和文本细读

中塑造的易被人接受的形象是一个经过美化的完美

的方式，“ 勾勒出手抄本文化中的陶渊明被逐渐构筑

艺术形象，虽然这个经过“ 戏剧表现” 的完美形象与
陶渊明本人并不一样，但还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或
折射出他的人格与精神的特质。
海陶玮退休之后，他在哈佛大学中国语言文学

教授席位的继任者———宇文所安（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Ｏｗｅｎ） 在
解陶道路上比他更为彻底。 宇文所安用西方文学理
论如解构主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中国文学，对陶诗
及陶渊明本人进行了全面的解构。 １９８６ 年发表的
《 自我的完美之境：作为自传的诗》 （ 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ｓ Ｐｅｒ⁃

ｆｅｃｔ Ｍｉｒｒｏｒ：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ｓ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把 陶 渊 明 称 为
“ 第一位伟大的自传诗人” ⑥ ，认为诗文体现了陶渊
明双重分裂的人格特征：

陶潜并不是他所声称的那样一位天真直率
的诗人。 陶潜是唐、宋以及后代中国古代众多
１５８

与塑造的轨迹” ⑩ 。 田晓菲在这部著作中传达出的
对陶渊明形象的认知基调，与前辈海陶玮、戴维斯一
脉相承。 因此，有学者评价，田晓菲通过该著作其实
。

“ 证明了自己是海陶玮和戴维斯的接班人” 

之后 的 著 作 如 ２００８ 年 拉 特 格 斯 大 学 田 菱

（ Ｗｅｎｄｙ Ｓｗａｒｔｚ） 的《 阅读陶渊明———陶渊明接受史

之范式转变（ ４２７—１９００） 》 ［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ａｏ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 ４２７—
 和 ２０１０ 年 加 州 大 学 伯 克 利 分 校 罗 秉 恕

１９００） ］ 

（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ｓｈｍｏｒｅ） 的《 阅读的迁移：陶潜世界中的文
本与理解》 ［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Ｕｎ⁃

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Ｔａｏ Ｑｉａｎ（３６５—４２７］ ） ，也
分别从历史和读者角度，对中国传统陶渊明形象提
出了更加复杂丰富的解读方式。

英语世界解读陶渊明形象的基调和路径———以海陶玮《 陶潜的饮酒诗》 为中心

二、中西学者还原“ 寄酒为迹” 之“ 迹” 的心理视角
南朝梁代萧统文集中说：“ 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

 此评价颇得

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 

陶诗深旨和酒诗深心，是后世学者讨论陶与酒关系
的滥觞，也是《 陶潜的饮酒诗》 的立论前提。

悟” 而超脱升华达到“ 澄明之境” 的陶渊明定性形象
为基本认知，认为组诗总体反映了陶氏固穷立节的
高尚人格和天然任真的自然本性，所以就源源不断
地从宽度、细度和深度上不断探寻和强化陶渊明本
人及其作品的价值。
作为一位西方学者，海陶玮明显与国内学者具

所谓“ 篇篇有酒” ，是对陶诗高频涉酒的评价。

有不同的心理前提。 由于自身的文化背景，他对陶

 ，对后世

酒、咏酒确立为一个重要文学题材的诗人 

 的观念先入

不会以“ 著作以人品为先，文章次之” 

陶渊明是中国文人中与酒有着密切关联并首次把饮

渊明并不具有天然的崇敬与亲近的心理基因，所以

文人的饮酒生活和咏酒诗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

为主。 他没有完全接受中国传统主流观点和结论，

响。 所谓“ 寄酒为迹” ，是对陶氏酒诗咏怀主旨的概
括。 明代钟惺曾说：“ 观其寄兴托旨，觉一部陶诗皆
 陶渊明在诗中赋予酒

可用饮酒作题，其妙在此。” 

以独特的象征意义，从而构成一种典型的诗酒文化

而是保持一定的学术距离，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
来审视和研究这位中国诗人。 他从诗歌文本出发，
结合诗人具体生活状态，探讨了陶渊明在这组饮酒
诗中反映出的经历人生重大选择时的复杂心理。

形态，缔结了中国文学史上诗与酒的不解之缘。 酒

海陶玮认为，陶渊明诗歌主题的选择是有意为

在陶渊明生命历程和诗文创作中占据的重要位置，

之，而非直抒胸臆，“ 陶潜总是小心翼翼地选择他的

使得海陶玮可以采用“ 知人论世” 等传统方法，通过
陶氏酒诗这个连接诗人精神灵魂和悲欢哀乐的秘密

 。 陶渊明

形象，并把它们组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作品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他对世俗名利的唾弃、辞官

通道，来透视和把握陶渊明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这

归田的选择以及自己艰难贫困的生活窘状等。 在他

是海陶玮以酒诗解析陶渊明的合理性。 饮酒组诗是

看来，陶渊明“ 并不仅仅是一个天真的乡村诗人，因

“ 寄酒为迹” 的咏怀诗，海陶玮和国内学者关于这一

为他生活的时代需要艰难的抉择和坚忍的意志。 在

点的认识是一致的。 然而“ 寄酒为迹” 究竟反映了

一个腐败的世界里挣扎求生的经历贯穿了陶渊明的

与中国传统学者完全不同的视角和路径。

能够在陶潜诗歌中发现两种不同层次的情感：一方

诗人“ 何迹” ？ 海陶玮在解读还原的过程中，采取了
中国传统学者对饮酒组诗的总体评论多围绕四
个方面展开。 一是对诗歌写作缘由的论述，如宋代
叶梦得的“ 惧祸说” ，元代刘履的“ 自娱说” ，明代谭
元春、钟伯敬的“ 感遇说” ，清代王士祯、吴菘则认为
这组诗“ 属不经意之笔” ，“ 偶得辄题耳，不可太执着
也” 。 二是对饮酒诗内容的解析，如清代邱嘉穗认

 。 于是，“ 人们

诗歌，构成了诗人内心对话的基础” 

面是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对静默主义理
 。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心理共同存在于

想的信奉” 

诗人心中并不断交织、交战，“ 世俗和精神的情感交
织在陶潜诗文中，比例恰到好处，极大地增加了我们
 。 海陶玮从人性角度阐释

对他复杂性情的欣赏” 

出的是一个内心世界异常丰富复杂的陶渊明，这种

为，“ 其着题者固自言其饮酒之适，其不着题者亦可

崭新的切入角度和解读方式，是把诗人放入一种不

想见其当筵高论、停杯浩叹之趣，无一非自道其本色

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中审视的

。

语也” 

三是对酒诗章法布置的赏析，如明代黄文

。

焕认为组诗“ 诠次之功，莫工于此” 

结果。

四是对艺术

值得指出的是，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在读陶、研陶

风格的赏析，如清代薛雪评价组诗“ 前无古人，后无

过程中，在中国传统陶学人格解读主流观点的基础

。

来者，真有‘ 绛云在霄，舒卷自如’ 之致” 

从中可

上，关注到了陶渊明诗文中所反映出的诗人内心，不

以看出，中国古人对这组饮酒诗基本持欣赏的态度。

再把陶渊明视为近乎完美无瑕、无懈可击的形象，而

现代学者对饮酒组诗的研究承袭了传统的品评

是注意到他自身存在的复杂矛盾心理，并试图从多

思路，对饮酒诗的寄托含义做了各式各样的赏析、解

个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 清代陈祚明似为最先，他

读和阐发，研究蔚为壮观。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

说：“ 题云《 饮酒》 也，而反复言出处，公宁未能忘情

研究，始终呈现出正面积极的取向。 研究者在赏陶、
慕陶、敬陶的阅读心理基础上，以诗人已经“ 索解大

者耶？ 忘情 者 必 不 言， 何 缕 缕 也。 ‘ 千 载 不 相 逢’

‘聊复得此生’ ‘ 吾驾不可回’ ‘ 志意多所耻’ ，此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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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光潜认为，“ 渊明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

之原也。” 

人。 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
都欣赏他的 ‘ 冲澹’ ，不知道这 ‘ 冲澹’ 是从几许辛
酸、苦 闷 得 来 的 …… 他 的 诗 集 满 纸 都 是 忧 生 之
。

嗟” 

顾农认为，陶渊明在彻底归隐之前人格是分

裂的，即“ 双重人格” ，陶渊明性格特点除了“ 真” 与
“拙” 之外，“ 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
。

矛盾的人” 

还有李华 《 陶渊明人格论》 、范子烨

《 无依的孤云：陶渊明与晋宋政局》 等文，都试图揭
示陶渊明内在矛盾的心理和人格。 但这些学者论述

是司马迁的赞论咏叹，他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
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对 《 老子》 “ 天 道 无 亲， 常 与 善
人” 的说法进行了驳斥和抨击，列举了一组天道与人
事相违背的典型事例，伯夷、叔齐品高而饿死与颜回
好学而夭亡、盗蹠残暴而高龄的事例共同构成司马
迁立论的正反事例，伯夷、叔齐的事迹叙述只是一顿
即过，无任何细描扩展。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司
马迁提出的解决之道是要树立孔子“ 身后立名” 的
观念，以免“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

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再读陶渊明的饮酒组诗，会

的前提，都承袭了清代方东树的观点，认为陶渊明诗

发现组诗中此类主题诗句，如“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

渊明诗文完全看作是“ 树碑立传、以文传世” 而有意

为仁，荣公言有道。 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 （ 其

 的作品；海陶玮则把陶

文是“ 直书即目，直书胸臆” 

为之的作品，这是中西学者的不同。 在《 陶潜诗集》

西山。 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 （ 其二） 、“ 颜生称
十一） 等，其论述方式与《 史记·伯夷列传》 非常类

序言中，海陶玮这样介绍陶渊明：“ 陶潜是他本人最

似。 如何解决这种天无人道的冲突和矛盾，海陶玮

好的传记作家。 他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很有自知

认为，陶渊明肯定不只是停留在参透人生的自我选

之明：他不断地把年龄写进他的诗文中，并为他的名

择，而是从司马迁思想中吸取了处世智慧并自觉践



声和生死而担忧。” 

三、海陶玮解读建构陶渊明形象的路径
作为英语世界研究陶渊明的学者，海陶玮主要
通过两条路径来解读建构陶渊明形象。
第一，深入挖掘分析作品文本解读人物。 海陶

行，在官场“ 立功” 无望之后，更迫切地希望自己能
够通过立言树德而“ 身后立名” 。 只不过他无法像
司马迁文 中 所 讲 的 那 样， 采 取 “ 附 青 云 之 士” 或 者
“ 以史为传” 的方式，而是通过笔下的诗文为自己树

碑立传。 “ 他（ 陶渊明） 一直在准备着留下一部关于
自己生活的书面记录，这种书面记录更多的是他的

玮从文本细节出发，深刻剖析了陶渊明在创作组诗

 在揭示出陶渊明立言扬

诗歌，而不是历史作品。” 

时的心理状态，揭示出一个与中国传统认知完全不

名、以文传世的写作目的后，海陶玮认为“ 这组饮酒

同的陶渊明形象。 因为陶渊明在饮酒组诗以及其他

诗的主题，就成了一个坚守原则的知识分子自愿从

诗文中经常提及伯夷、叔齐两位古代人物并把他们

丧失原则的社会中退隐并且放弃体面工作和美好前

塑造为道德楷模，海陶玮就追根溯源，找到这两位人
物事迹 的 出 处———《 史 记 · 伯 夷 列 传》 ， 并 不 吝 笔

。

途的描述” 

第二，从互文关照来全面理解诗意。 海陶玮发

墨，翻译了“ 或曰：‘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 若伯夷、

现，《 饮酒》 诗二十首尽管关涉诗人对社会、命运和

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 到传记结尾部分。 他认为，

自身进行思考和感慨等各种主题，但有一点是共同

陶渊明在引用这篇传记人物典故时，肯定会留意并

的，那就是“ 他（ 陶渊明） 几乎在这二十首诗歌的每

吸纳司马迁在此文中所传达的主要思想和观点。 换

首诗中，总会对在这组诗歌序言已经表达过的内容

句话说，司马迁在这篇传记中传达的观点是陶渊明
创作饮酒组诗的心理向导，这可以作为我们解读饮
酒组诗的关键。 和司马迁一样，陶渊明也非常关心

 。 “ 在隐居矛盾

有所暗示，那就是他的隐居状态” 

心理之中隐含着一个不变的观点———他 （ 陶渊明）

 为了印

离开的世界是一个本质上很糟糕的地方。” 

他身后给世人留下的名望，这组诗歌是陶渊明为了

证自己的发现，海陶玮用饮酒组诗中具体的诗句文

美化自身而有意为之的作品。

本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明，认为这些都是诗人精心

海陶玮从文本细节和微观剖析出发的研究有理

有据，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 《 史记·伯夷列传》 是
伯夷和叔齐的合传，位于《 史记》 列传之首，细读该
传可以发现，这篇传记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全篇满
１６０

设置饮酒组诗内容的结果，由此认为饮酒组诗是陶
渊明为塑造自我形象而有意为之的作品，而不是诗
人直抒胸臆的真实写照。
海陶玮认为，饮酒组诗并没有反映出诗人一成

英语世界解读陶渊明形象的基调和路径———以海陶玮《 陶潜的饮酒诗》 为中心

不变的处世态度，只是某几首诗歌表达了诗人某种

一般意义上讲，陶渊明这个历史人物也一定是在苦

相似的心境，这就体现出陶渊明由于对自己选择的

苦探寻和深度思考之后才找到生命的根基。 这种复

生活方式难以适应而引起的复杂的内心变化。 他注

杂性、矛盾性和丰富性，应该更符合诗人真实的处境

意到，在陶渊明辞官隐居之后创作的作品中，即便是

和心理。

以颂扬隐居生活为主题的诗歌也夹杂着对这种隐居

海陶玮在《 陶潜的饮酒诗》 中的解陶思路以及

生活的抱怨和不满。 这反映了诗人在辞官归田的人

在此思路下对陶渊明具体诗文的解读分析，也在他

生选择过程中充满着迷茫、犹豫、懊悔、不满和失望
等多种情绪，饮酒组诗就是在这种背景和心境下创
作的作品。 这组诗歌题为“ 饮酒” 而所涉广泛，序言
似为一个“ 免责声明” ，组诗结句“ 但恨多谬误，君当
恕醉人” 作为借口的意味也非常明显，“ 他（ 陶渊明）

似乎意识到自己这组诗歌有些颠覆性，害怕惹上麻
。

烦” 

接着，海陶玮详细分析了饮酒组诗其九（ “ 清晨

闻叩门，倒裳往自开 ……” ） ，认为诗人在这首诗歌

的集大成之作———《 陶潜诗集》 中得到更充分的体
现，深刻地影响了西方读者对陶渊明的认知，使西方
读者看到了更为复杂立体的陶渊明形象。 洛克斯福
德东亚文学图书馆在现代语言协会刊物上对《 陶潜
诗集》 这 样 推 介： “ 这 本 书 对 中 国 最 著 名 的 作 家 之

一———五世纪诗人陶渊明的诗歌进行了完整的翻译
和评论。 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在困境
中的贤人所面临的窘境，他在社会诉求和自身正直


品性之间左右为难。” 

中有意营造了劝他为官的诱惑和自己拒绝的坚定，

海陶玮从文本出发窥视发掘的诗人有意隐藏的

增加了故事情节的冲突性和艺术性，“ 使诗中遮遮掩

写作动机，以及阐释建构出的陶渊明形象，也许令国

掩、刻意模糊之处充满了意义，也使我们得以窥视其

内学者难以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陶渊明自身

传记和诗歌作品中看似平淡的内容背后隐藏着的内

人格的怀疑或否定。 相反，在海陶玮看来，虽然陶渊

。

心冲突与大起大落” 

明作品带有典型的自传性质，但他在动荡飘摇时代

海陶玮这种互文关照的研究方法和得出的结论

主动选择的人生道路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作

是有见地的。 他关注到了诗人面临社会进行自我心

品中反映的彷徨、焦虑、挣扎、矛盾、渴望等复杂心理

理调适而具有的微妙动态的心理过程，剥离了诗句

也是人之常情。 从更深层次解读陶渊明之后，海陶

表面呈现的诗人有意创造的艺术形象，挖掘了诗人

玮对陶渊明产生了更深层的仰慕之情和心灵感应。

在和谐安宁下隐藏的内心挣扎和矛盾。 他倾向于把

他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情感真挚，始终热爱，晚年甚至

饮酒组诗表面呈现的形象作为诗人有意塑造的艺术

模仿陶渊明的生活方式。

综上所述，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海陶玮《 陶潜的饮酒

形象，而非诗人本身的真实形象，挖掘了诗人在创作
组诗时所具有的常人情感和负面情绪，更多的是从

诗》 发现了诗人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和主动创作的

理性角度来审视这位中国古代诗人，从而得出了与

艺术痕迹，揭示出陶渊明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

国内主流陶学不同的结论。
这种结论放在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人生遭遇
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支撑依据。 陶渊明生活在“ 中
 ，一生都

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 

性，呈现出 西 方 从 “ 他 者” 视 角 研 究 中 国 文 学 的 路
径，与国内学者因推崇诗人伟大品格进而倾向正面
解读诗人作品具有明显的区别，并深刻地影响着西
方陶学的基调。 之后西方陶学运用社会学、美学、心

没有彻底摆脱壮志未酬、功业无成的痛苦遗憾和苦

理学的传统方法与阐释学、解构主义等崭新视角，解

闷煎熬。 他辞官归隐时期创作的饮酒组诗以饱含忧

读出一个内心更加复杂丰富、双重甚至分裂的陶渊

难复杂的心路轨迹：仕途的险恶与壮志未酬的苦闷，

明形象，形成了陶渊明在西方世界的“ 他者形象” ，

时局多变的惶惑与岁月虚掷的感慨，怡然陶醉的田

需要在交融互鉴中不断发展，共同推动世界陶学研

园生活与贫瘠痛苦的煎熬，生死的幻灭与荣枯的悲

究的深入。

愤的笔触，勾勒出诗人出仕选择与归隐生活之间艰

对国内陶学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中西陶学

凉，是非的叩问与仕隐的矛盾，“ 最根本的一点就是
 ，种种这些都

他心中纠结着一种未能免俗的情结” 

时刻萦绕在诗人心头并反映在这组饮酒诗句中。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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