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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謝靈運山水詩的描寫藝術 

陳思齊 ∗ 

摘要 

謝靈運作為山水詩的先驅，在描寫藝術上進行了大膽的

創造，他的山水詩使山川之美歷歷在目。山色水姿，因時而

異，形態萬千，美不勝收。他以山水景物入詩，把山水景物

當作詩歌描寫的主要對象，這在「玄言詩」泛濫的時代不僅

為詩歌找到了新的描寫題材、表現對象，而且使生命力行將

枯竭的整個詩壇獲得了新生，開闢了詩歌領域的新天地。本

文試圖從其對山水詩工筆刻畫的景物呈現，善於營造意境、

空間的手法，情、景、理三者融合協調等方面來探討，以期

對謝靈運山水詩的描寫藝術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關鍵詞：謝靈運、山水詩 

壹、 前言 

謝靈運是晉宋之際崇尚自然、吟詠山水的重要人物，是中國文學史上

第一個把山水自然作為主要審美對象，全力投入創作而留下大量佳構名篇

的著名詩人。他登山臨水、深幽抉微的詩歌，把人們的審美視野擴大到自

然山水，推動了山水詩的勃興，使山水之作從片段描寫、渲染襯托的文學

「附庸」一躍而蔚成「大國」。他以其傑出的藝術才能，「發現自然」並表

現自然之美，成為文學史上開一代風氣的山水詩人。 

「山水詩」，顧名思義，是以山水為主要表現對象的詩。就是說，首

先要有山水，然後才能有山水詩。南朝梁劉勰說：「山林皋壤，實文思之

奧府。」 1他是看到了源頭的。但並非任何山水都能誘發詩人創作靈感，

只有那些獨具特色，給人以美感的山水，才能為詩人提供豐富的素材。謝

靈運的山水詩基本上創作於永嘉、會稽、吳郡、豫章、臨川諸郡，絕不是

偶然的。因為這些地方崇山峻嶺，澄溪廣川，遠非某些地方單調，平板的

地形可比。例如永嘉一地，溪泉湖海俱全，峰鳥洞石各異，遙然如華蓋的

華蓋山，高聳如貫的石室山，狀如樓臺的吹臺山，陡如張帆的破石山，峰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1 見劉勰著，周振甫注：〈物色第四十六〉，《文心雕龍注釋》，（台北：里仁書局，

2001年 9 月），頁 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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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如芙蓉的芙蓉山，媚立永嘉將中的孤嶼⋯⋯等等。這些千奇百怪的自然

景物，令人眼花撩亂。也正因為他有這些得天獨厚的條件，他才能夠寫出

那麼多隨題制變，盡相窮形的山水詩來。 

再加上他對山水形象進行細膩傑出的刻畫，在當時來說，這無疑是空

前的創舉。他以超絕時人的熱情氣魄與悟賞能力，以窮形盡相，富豔精工

的藝術之筆，將轉瞬即逝的山水美感轉換為千古永存的藝術珍品。2以下本

文將從其對山水詩工筆刻畫的景物呈現，善於營造意境、空間的手法，情、

景、理三者融合協調等方面來探討，以期對謝靈運山水詩的描寫藝術有更

進一步的認識，茲分述如後。 

貳、謝靈運的生平概略  

謝靈運生於東晉太元十年 (385)，死於南朝宋元嘉十年 (433)，祖籍陳郡

陽夏，出生地為會稽郡始寧。十五歲由錢唐至京師建康，居烏衣巷。襲封

康樂公，授員外散騎侍郎，不就。東晉義熙元年，謝靈運二十一歲，任琅

邪大司馬行參軍，始入仕途。義熙二年，撫軍將軍，豫州刺史劉毅鎮姑孰，

謝靈運於是年或稍後任記室參軍。七年，劉毅改任江州刺史，謝靈運亦隨

往。八年，毅任荊州刺史，謝靈運改任衛軍從事中郎，隨往江陵。毅反劉

裕，兵敗自殺，謝靈運改依劉裕為太尉參軍。次年還都，任秘書丞。十一

年，任諮議參軍，轉中書侍郎。後為世子中軍諮議、黃門侍郎。十四年，

劉裕在彭城建宋國，謝靈運任宋國黃門侍郎，遷相國從事中郎。元熙元年，

謝靈運由彭城返京，任世子左衛率。次年，劉裕建宋朝，東晉亡。謝靈運

由公爵降為侯，任太子左衛率，不得意。永初三年，劉裕死，少帝即位，

謝靈運不為權臣徐羨之、傅亮所容，出任永嘉太守。任職僅一年，便託病

回故鄉始寧隱居。 

元嘉三年，宋文帝誅徐羨之、傅亮、謝晦等，謝靈運被召至京為秘書

監，尋遷侍中。然仍無實權，於是同在永嘉一樣，擅離職守，肆意遨遊。

文帝諷旨令自解，靈運乃託病回始寧，第二次過著隱居生活。尋免官，時

元嘉五年。八年，謝靈運請求決湖為田，與會稽太守孟顗構成仇隙。顗表

                                                 
2 參見柯素莉〈懷新道轉迴，尋異景不延--試論謝靈運山水詩的開創性〉，《湖北師

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年 4 月，第 19 卷第 4期，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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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異志」，謝靈運急馳京師申辯，文帝不予追究，但也不讓他再回會

稽，而使其出守臨川。他在臨川依然荒忽政事，盡山水之樂，遂為有司所

糾。司徒劉義康遣使收謝靈運，謝靈運興兵拒捕。於是降死一等，流放廣

州。十年，據說謝靈運與農民謀反之事有牽連，詔於廣州行棄市刑。縱觀

謝靈運一生，他基本上處於士與隱的矛盾之中，他隱而又仕，仕而復隱，

仕不專，隱難久，不滿，反抗，直至釀成不幸。 3 

參、工筆刻劃的景物呈現 

謝靈運之前的山水之作，對景物的描寫是粗線條的，往往只寫較為曠

遠的場景，而不及其細部特徵。謝靈運則不然，如果說前人的山水之作是

潑墨山水畫，那麼，謝靈運對山水的描摹則是工筆刻畫。4以下茲舉《登池

上樓》、《過白岸亭》、《入彭蠡湖口》三首分別說明之，如下： 

〈登池上樓〉  

潛虯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沉。 

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 

衾枕昧節侯，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晀嶇嶔。 

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 

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群難楚心。 

持操豈獨古，無悶微在今。 5 

這首詩可以分為三層來看待，前八句為第一層，寫出任永嘉太守的處

境和心情。中間八句為第二層，寫登樓遊目所見的春天景色。後六句為第

三層，由寫景轉為抒情。詩人久病初癒，登樓觀賞，面對滾滾而來的無邊

春色，觸景生情，頗有感慨。6胡曉明先生更認為這首詩寫得是作者心理變

化的完整過程：從官場失意，到臥病在床鬱鬱寡歡，然後如何病好了，精

神也振作了。病癒的關鍵，是得到了大自然春天生命的感召。7但是若除去

                                                 
3 參見於瑩〈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學習論壇》，2000年第 6期，頁 42。 
4 參見朱新法〈精雕細琢，窮形盡相--論謝靈運的山水詩〉，《江蘇社會科學》，1996

年第 6期，頁 149。 
5 見顧紹柏校注：《謝靈運集校注》，（台北：里仁書局，2004年 4 月），頁 95。 
6 參見衣殿臣編著：《歷代山水詩》，（北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1年 1 月），頁 39~41。 
7 見胡曉明著：《萬川之月--中國山水詩的心靈境界》，（北京：新華書店，1996年 3

月），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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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精神心理層面而來看，我們不難發現謝靈運寫了初春的風、陽光、池

塘、春草、弱柳、鳴禽等等，一句數景，每景必以準確的字眼形容之，極

其細膩；在寫景之餘有寫出觸覺、視覺、聽覺：「緒風」是觸覺，「新陽」、

「春草」、「園柳」是視覺，「鳴禽」是寫聽覺。這樣的景致，雖似工筆畫

之細膩，卻有不是工筆畫所可以傳達的：徐徐而來的春風，冉冉而昇的太

陽，自在而鳴的小鳥，這一切都是動態的，靜態的畫面如何能呈現？謝靈

運寫景功夫之巧妙，可見一斑。 

〈過白岸亭〉 

拂衣遵沙垣，緩步入蓬屋。近澗涓密石，遠山映疏木。 

空翠難強名，漁釣易為曲。援羅聆青崖，春心自相屬。 

交交止栩黃，呦呦食萍鹿。傷彼人百哀，嘉爾承筐樂。 

榮悴迭去來，窮通成休慽。未若長疎散，萬事恒抱樸。 8 

這首詩是謝靈運離開永嘉時經過白岸亭所作，他撩著衣襟緣沙岸而步

入茅亭，觀賞近澗，細流涓密石，與遠山疏木相映之美。晴空蒼翠，其美

信難以言語來形容，倒不如漁釣之易為曲也。攀援著藤蘿，聆青崖間之隱

隱鳥唱、鹿鳴聲，不免興起複雜的感想。一想到「交交黃鳥」，便感到人

之逝去，百身莫贖；一想到「鼓瑟吹笙，承筐是將」，便以居官為樂。人

生總是「榮悴迭去來，窮通成休慽。」所以「未若長疎散，萬事恒抱樸」

之為是。 9細觀此詩，寫詩人沿瀾岸而行，先寫近景，繼寫遠景，「空翠」

句承遠山，「漁釣」句承近瀾，仍是遠近景的互相映現。這可以視作一幅

春山遊覽圖的背景。然後便是工筆細描沿途所見：依藤蘿登山崖，見春色

遍地，心中為之爽朗；山峰之中，小鳥時鳴，野鹿呦呦，鳥的羽毛是黃色

的，路則正在食野苹。此詩正因有了這兩句工筆點綴，才顯現出春山之寧

靜和優美，春山才有了許多生氣，這種寫法也顯示出了謝靈運面對自然景

物時確實是以這種細膩的工筆描寫而擅勝場的。 

〈入彭蠡湖口〉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谷，圻岸屢崩奔。 

                                                 
8 見顧紹柏校注：《謝靈運集校注》，頁 111。 
9 參見李森南著：《山水詩人謝靈運》，（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89年 7 月），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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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月聽哀狖，浥露馥芳蓀。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 

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索葉入松門。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露物吝珍怪，異人祕精魂。 

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溫。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 10 

這首詩一開始便以「風潮難具論」一句統攝以下景象，一幅江行圖和

江濤景便展現出來。急浪猛推，撞上洲島分兩邊急奔而過，旋即又匯合在

一起。浪濤沖岸，屢屢逆折回蕩，捲入江心。這是江濤怒拍景，隨後是由

動入靜、壯而及柔，踏著月色聽著猿的鳴啼，沾露的芳草吐出馥郁的香氣。

然後又展現出春晚野秀，綠色怡人，山岩高峙，白雲盤繞的幽麗景象。11若

是謝靈運以前的作家在描寫像彭蠡湖口這樣的風景地時，大概只會籠統言

之。但謝靈運則否。如果說「洲島驟迴谷，圻岸屢崩奔」寫曲折環繞的島

嶼、圻岸崖崖的浪濤仍屬大景、遠景的話，那麼，接下兩句寫遊覽者之行

為就細緻了。洲島之上，叢林之中，行遊者靜靜地或坐或立，聽著猿聲，

這時，月色矇矓，銀光瀉地，給幽邃之中的行遊者披上一層神祕的色彩。

隨後，也許是猿猴遠去，啼聲漸隱，行遊者繼續緩緩而行，細細品味發自

芳草的香味，露水打溼了行徑，空氣中也是一片濕潤。這兩句可以謂之本

詩的點睛之筆。有了這兩句細緻的描寫，洲島之上幽遠的意境頓時呼之欲

出，而後面幾句的襯托對於這種意境的構造就更為明顯、重要了。 

除此之外，在對景物的細緻描寫中，謝靈運尤其重視色彩的表現，例

如以下這些詩： 

原隰荑綠柳，虛囿散紅桃。（〈入從游京口北固應詔〉） 

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過始寧墅〉） 

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入彭蠡湖口〉） 

銅陵映碧潤，石磴潟紅泉。（〈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 

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12 

謝靈運寫景重色彩，也是一種以審美眼光觀察山水的結果。作為詩歌

                                                 
10 見顧紹柏校注：《謝靈運集校注》，頁 281。 
11 參見賈林成〈謝靈運山水詩美學成就管窺〉，《綿陽師範學院學報》2004年 6 月，

第 23 卷第 3期，頁 65。 
12 見顧紹柏校注：《謝靈運集校注》，頁 234、63、281、288、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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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表現，謝靈運山水詩中的色彩，並非隨意塗抹，而是經過精心的安

排與雕琢。 13首先，謝靈運詩中的色彩，大都以對句的形式出現，上下相

對，色調相諧，其次是色彩的表現與詞語的雕琢相結合。這樣的安排，使

得景物描寫更生動傳神，色彩表現也更鮮豔奪目，這也是謝靈運在山水詩

中工筆刻畫的最佳呈現。 

肆、善於營造意境的手法 

事實上，謝靈運的山水之作最成功之處便是善於營造一種寂寥幽邃的

意境，他在營造這種意境時往往只花很少的筆墨，即能寫出一個可供讀者

想像，並回味無窮的天地來。有時謝靈運所構築的意境是明亮、顯豁的。

但是，在謝靈運的山水詩中，更多的是清冷幽邃的意境，也就是所寫的地

方是幽邃陰暗的，所用的意象是冷峭無情的。以下茲舉〈過始寧墅〉、〈入

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石門岩上宿〉這三首分別說明之，如下： 

〈過始寧墅〉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違志似如昨，三紀及玆年。 

淄磷謝清曠，疲薾慚貞堅。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 

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 

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緜。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 

葺宇臨過江，築觀基曾巔。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 

且為樹枌檟，無令孤願言。 14 

這首詩是描寫一處有山有水的詩，地勢是開闊的，這為以下構築明亮

顯豁的意境提供了基礎。這裡有懸崖峭壁，高聳入雲，但另一邊卻是地勢

開闊的洲渚，洲渚依絕壁連綿入絕，視線也就隨洲渚之延伸而擴大。仰觀

天上，見白雲繚繞山峰；俯察地下，有翠竹臨洞；遠外則是山巔之上的屋

宇。這裡一切的東西都像有生命一樣，白雲擁抱著幽石，綠竹倚側，似在

向清溪獻媚。自然界明亮的色彩由此構成了此詩意境的基調。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 

                                                 
13 參見王力堅〈選自然之神麗--謝靈運山水詩之探詩〉，《廣東社會科學》，1996年

第 1期，頁 103。 
14 見顧紹柏校注：《謝靈運集校注》，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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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銅陵映碧潤，石磴瀉紅泉。 

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遯賢。險逕無測度，天路非術阡。 

遂登群峰首，邈若升雲烟。羽人絕髣髴，丹丘徒空笙。 

圖牒復摩滅，碑版誰聞傳？莫辨百世後，安知千載前。 

  且中獨往意，乘月弄潺湲。恒充俄頃用，豈為古今然。 15 

這首詩是謝靈運任臨州內史所作，此時謝靈運胸中有萬種悲緒，不堪

宣之筆墨，只能泄於山水。這首詩ㄧ開頭便出現「炎德」二字，緊接著便

以「寒山」抵銷之，下兩句的「碧澗」也消弭了「紅泉」的炎熱。如果說

碧澗、紅泉還有色彩，折射出詩人的心境尚且平和的話，那麼，不可測量

的險徑，曲折狹隘的山路，淡淡逸出的雲煙，以及莫辨的碑版和圖牒，這

一切意象合起來就寫出了一個荒涼絕人踪的所在，構成一種幽冷深邃的意

境。在這裡，一切顯得那麼空寂，甚至可以說是死寂的。碑版、圖牒既無

言，石徑險磴亦冷然相對，連雲煙也是若有若無、若隱若現的。到了這裡，

只能使人感到恒古的綿遠和宇宙的寂寥，令人有無可依傍之感，那麼，羽

化成仙之說就成了虛妄無稽。謝靈運所寫的景是冷峭的，所抒的情是清苦

的，所營造的氛圍是空曠、幽遠的。 

〈石門岩上宿〉 

朝搴苑中蘭，畏彼霜下歇。暝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 

鳥鳴識夜棲，木落知風發。異音同致聽，殊響俱清越。 

妙物莫為賞，芳醑誰與伐。美人竟不來，陽阿徒晞髮。 16 

這首詩從朝遊寫到暮宿，重點是描繪石門山間月夜的自然景色，在字

裡行間也流露出一種孤芳自賞的情緒。17而在此詩中遊覽時節是深秋，已

給人一種寒意，何況又是夜晚的深秋。石門山上，杳無人踪，只有攀登者

孤獨的屐痕。石門山高聳入雲，夜宿岩上，人在雲霧之中。月色清冷地涂

在然間萬物之上，陡生一種悽涼，週遭也是一片靜寂。此時有飛鳥鳴叫著

歸於林中之巢，給月光下的空山平添一份清寒之意，秋風過處，枯葉颯然

                                                 
15 見顧紹柏校注：《謝靈運集校注》，頁 288。 
16 見顧紹柏校注：《謝靈運集校注》，頁 269。 
17 參見衣殿臣編著：《歷代山水詩》，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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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這種種聲音在這月夜的山中聽來是如此地清晰。 

謝靈運在這裡營造的仍是一個清寒的意境，他似乎偏愛這種冷清和蕭

索。石上之月色，歸鳥之投林，疏立之樹林，謝靈運運用的這些意象都給

人一種涼意，一種偋棄人間情感的寂寞和冷清。在謝靈運之前，我們找不

到一位詩人能這樣嫻熟、老到地營造詩歌中的山水意境。可以這樣說，山

水詩意境的營造手法，只有到了謝靈運手裡，才臻於成熟。這些自然之物，

散漫分布於自然界中，謝靈運彷彿是漫不經心地選取了其中幾樣，他的清

亮或清冷的意境就構成了，這就是謝靈運山水詩的高明之處。 

除此之外，謝靈運在營造意境時還有一個特點─移步換景。也就是

說，謝靈運筆下的崇山峻嶺，必須要通過艱苦的跋涉才能逐步領略。作者

在描繪山水的同時，也交代了尋幽探勝的過程，用移步換景的方式展現眼

中的山水。18這種移步換景的手法多採用出門登涉→沿途所見→闡發玄理

的方式。需要說明的是，即使山水景物是散佈於沿途各處的，但經謝靈運

抒寫之後，亦能夠成一個完整的意境。以下茲舉〈於南山往北山經湖中瞻

晀〉、〈登永嘉綠嶂山〉兩首詩分別說明之，如下： 

〈於南山往北經湖中瞻晀〉 

朝且發陽崖，景落憩陰峰。舍舟晀迥渚，停策倚茂松。 

側逕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灇。 

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 

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 

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 

孤遊非情嘆，賞廢理誰通？ 19 

這首詩總寫清晨從南崖出遊，傍晚憩於峰北，然後寫這一天所見的景

色。「側徑」二句是水邊景色，「俯視」二句顯然是已到了山上，覽晀傾聽

的所見所聞；「石橫」兩句大概是下山途中所見；「初篁」二句則又回到山

下，是水邊所見；「海鷗」二句則是海岸邊上的風景。整個行程被謝靈運

                                                 
18 參見郜林濤〈論謝靈運山水詩形成的淵源〉，《昌梁高專科學校學報》，2000年 9

月，第 16 卷第 3期，頁 12。 
19 見顧紹柏校注：《謝靈運集校注》，頁 175。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66期 

 36

分解成多種景物片斷又揉合起來，於是就構成了清冷的意境。 

〈登永嘉線嶂山〉 

裹糧杖輕策，懷遲上幽室。行源徑轉遠，距陸情未畢。 

澹潋結寒姿，團欒潤霜質。澗委水屢迷，林迥巖逾密。 

眷西謂初月，顧東疑落日。踐夕奄昏曙，蔽翳皆周悉。 

《蠱》上貴不事，《履》二美貞吉。幽人常坦步，高尚邈難匹。 

頤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已交，繕性自此出。 20 

這首詩也是先述出遊，「行源」句寫路徑悠遠。「距陸」具寫到達高平

之處仍思攀援。「澹潋」句，寒姿謂水，是一景；「團欒」句，霜質謂竹，

又一景。「澗委」句寫平曠之處澗水漫流，是一景；「林迥」句述綠嶂山之

高、之難登，又一景。至此，謝靈運有宕開一筆，不寫地上之物，轉寫仰

視空中之所見，另是一景。這首詩是一句一景，景隨步增，密密麻麻堆積

在一起，構成一種幽暗邃遠的意境。從上述可知，這種移步換景的手法對

於謝靈運在營造意境方面提供了不少材料及幫助。 

伍、修辭法、結構選題的精煉  

謝靈運所遺留下來的詩篇正如其人所遺留下來的事跡一樣，是多采多

姿的。他的詩被稱為「富豔難蹤」，這是由於他「才高詞盛」，工於技巧方

面的推敲研煉之故。 21以下將從其修辭、句法、結構、選題這四個方面來

探討，如下： 

一、修辭方面 

觀看謝詩，我們可以發現作者對於修辭頗費心機，他常有意避免平凡

簡樸的，而故意用新奇繁複的辭彙。例如：「丹夢」、「椒丘」、「芳塵」、「瑤

席」、「金樽」、「金門」、「金膏」、「碧澗」、「洪泉」、「華茵」、「丹梯」、「黃

屋」等詞，因為在各名詞之上冠有鮮麗華美的形容詞，故能使原來是很平

凡的轉變成為富豔精麗、光彩照人，給予人完全不同的感受。又如「青春」

以喻春，「朱明」以喻夏，「金素」、「火旻」以喻秋，「緒風」以喻秋冬之

                                                 
20 見顧紹柏校注：《謝靈運集校注》，頁 95。 
21 林文月：《謝靈運及其詩》，（台北：精華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66年 5 月），

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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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他總喜歡選擇比較間接的，費思的字眼，而造成委曲婉轉而深厚的感

覺。 

除了名詞、形容詞方面有上述推砌，修飾的工夫以外，謝詩中動詞的

選擇也同樣地值得注意。他往往在一個字之中貫注了全部精神，使其成為

句中的主髓，賦予句子活躍的生命。例如： 

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登池上樓〉） 

密林含餘清，遠峰隱半規。（〈遊南亭〉） 

千頃帶遠堤，萬里瀉長汀。（〈白石巖下徑行田〉） 

清霄颺浮煙，空林響法鼓。（〈過瞿溪山飯僧〉） 

近澗涓密石，遠山映疏木。（〈過白岸亭〉） 

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蘋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淺。（〈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22 

其中的澄、團、革、改、含、隱、帶、瀉、颺、響、涓、映、歛、收、

泛、冒這些動詞實在是句中的生命，它們顯然地使句子的含義更加鮮明而

確切。這些字的運用也極為自然，看來似不露費力的痕跡，但是，如果試

圖將這些動詞改易其它字時，便可發現作者在當時確實是費過心思的。 

二、句法方面 

    在句法的處理方面，謝詩的對偶工整是最值得注意的。在上下成對的

二句之中，五個字與相對的五個字互應著，找不出一點繁亂之跡。例如：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富春渚〉） 

原隰荑綠柳，墟囿散紅桃。（〈從遊京口北固應詔〉） 

揚帆採石華，掛席拾海月。（〈遊赤石進帆海〉） 

含棲泛廣川，灑淚晀連崗。（〈廬陵王墓下作〉）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擬王粲〉） 23 

諸如此類，對偶之句多至不勝枚舉。其中不但是同類詞相對仗，其位

置對稱，而且同類詞之中性質或正或反，也都十分嚴整，例如形容詞之中，

                                                 
22 見顧紹柏校注：《謝靈運集校注》，頁 54、95、121、126、133、111、165、178。 
23 見顧紹柏校注：《謝靈運集校注》，頁 68、234、115、19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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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對顏色，數字對數字，都顯然地擺列著，令人一目暸然。同時，每一

首詩中，對偶之句所佔之比例甚大，例如〈登池上樓〉這首詩，在這樣一

首長達百十字的詩中，除「索居易永久，離群難處心」二句對偶不十分工

整外，其餘皆屬對偶句，這是前人所未有過的新嘗試，也是謝靈運山水詩

中句法的特點。 

三、結構方面 

在結構方面，謝詩脈絡分明，交代清楚，其詩法的謹嚴有更進一步的

表現。例如：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脩竹茂林〉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 

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 

芳塵凝遙席，清醑滿金樽。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 

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 

早聞夕飆急，晚見朝日暾。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 

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庶持乘日車，得以慰營魂。 

匪為眾人說，冀與智者論。 24 

這首詩的佈局是十分周密的，首先寫景，由景生情，烘托出一個人物；

再由情引出理來，最後以作者的中心思想總結全篇。謝詩的章法大都是如

此，一首詩之中必有景物，有情理，而景物與情理相為呼應，彼此關聯，

有秩序可尋，卻不可分隔，因為它們是一貫相承，渾然成一體的。關於謝

詩的結構，另外還有一種描寫技巧值得注意，即是重疊字的運用。例如： 

苕苕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垂經綸。（〈述祖德詩〉） 

樵隱俱在山，繇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痾亦園中， 

中園屏氣雜，清曠招遠風。（〈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石壁精舍

還湖中作〉） 

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南樓中望所遲客〉） 

火逝首秋節，明經弦月夕。月弦光照戶，秋首風入隙。（〈七夕詠牛

                                                 
24 見顧紹柏校注：《謝靈運集校注》，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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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25 

從上述例子可知，在上聯或上句之中與下聯或下句之間重疊一字或二

字，能收到頓挫，貫串或連綿的效果，而詩意亦因之漸次翻新，層層湧出，

一句比一句緊迫，有一股逼人的氣勢。這種重疊字如果運用不妥，常會使

詩意呆滯乏味，有時也會失之油滑，然而在謝靈運的筆下，它們卻反而增

加其流利暢快及沉重的意味，同時更助長了堆砌濃厚的目的。 

四、詩題方面 

除了詩本身之外，謝詩的題目也是十分別致而有趣的。古人作詩本無

題目，後來雖然有了題目，可是大都寥寥數字，但求達意而已，故多半無

甚可觀。謝靈運則在作詩之餘，更致力於詩題的潤飾。流覽他的詩集，這

種刻意求與眾不同的題目比比皆是，例如：「鄰里相送至方山」、「遊赤石

進帆海」、「登江中孤嶼」、「田南樹園激流植援」、「南樓中望所遲客」、「於

南山往北山經湖中瞻晀」、「從斤竹澗越嶺溪行」、「晚出西射堂」、「道路憶

山中」、「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登廬山絕頂望諸嶠」、「發歸瀨三瀑布

望兩溪」等，這些詩題本身即饒富情趣，別開生面，為他家所不及。再看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脩竹茂林」更是極盡堆砌修飾之能事，人謂詩

中有畫，此則可云題中有畫，這樣的詩題不但對詩本身有牡丹綠葉之助，

實在已臻不分軒輊的境界了。如此刻意製題實是謝靈運首創出來的。 

總之，謝靈運山水詩的描寫技巧，從每一個字的推敲，詞的推砌，句

的對偶，到全篇的章法結構，甚至於題目的選擇，無不千錘百鍊而後出，

其卓越的才華與高超的筆法，使謝靈運能高居元嘉文壇之上，傲睨群英，

這些成就是理所當然。 

陸、情、景、理三者融合協調 

東晉以來的百餘年間，玄言詩創作成為詩壇的主流，但大多數玄言詩

直陳玄理，枯燥乏味。雖然後期的玄言詩把大自然作為思辨的對象來體玄

悟道，卻過於注重理念的追求，破壞了詩歌的形象性，缺乏藝術美感。26而

                                                 
25 見顧紹柏校注：《謝靈運集校注》，頁 153、168、165、172、242。 
26 參見魏曉彤〈謝靈運山水詩的文化底蘊〉，《寧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2

年 12 月，第 15 卷第 4期，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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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靈運的詩在溺於玄學之風又倦於玄言之詩的夾縫中，擇取靈山秀水，附

托渺遠胸懷，建立起充滿藝術性的山水詩傳統，雖未脫玄言糅玄於景的模

式，但他的山水描寫獨具個性風采，以寫景為主，注意協調情理與景的關

係，掃蕩了玄學附著於山水的迷霧，玄理被逼退於山水描寫之外，孤單地

游離於篇末。不同於玄言詩人的以山水體玄適性，謝靈運的山水詩不僅表

現了對自然美的特殊領悟，也表現出情景理關係的漸趨統一。例如以下這

首詩： 

〈登江中孤嶼〉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雜道轉迥，尋異景不延。 

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 

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想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 

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 27 

詩由繾綣於一江景色的深情開始，「亂流」四句，就將經一番焦灼尋

覓所呈現出了造化美景顯示在讀者目前，江南水道縱橫，清景澄澈如洗，

一處無名的孤嶼那樣秀美嬌媚，融入水天共色、雲日輝映的自然造化中。

後面六句由情轉理，正是前面寫景的自然昇華，面對超凡脫俗的自然勝

景，怎不令人神凝形釋，萬念消融而心嚮往之。矜平躁釋，貶謫的憤懣消

溶殆盡，自是「養頤之福，可得永年。」全篇的構思，景與情理相融。這

種通過賞景、悟理以抒其遁世之情的表現手法，於賞玩山水的愉悅中，自

然領域其中哲理的妙趣，完善了東晉創立的山水詩記遊─寫景→興情→悟

理的寫作模式，為後世所遵循。又如〈登石門最高頂〉這首： 

〈登石門最高頂〉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峰抗高館，對嶺臨迥溪。 

長臨羅戶庭，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 

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駛，噭噭夜猿啼。 

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榦，目翫三春荑。 

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28 

                                                 
27 見顧紹柏校注：《謝靈運集校注》，頁 123。 
28 見高海夫，金性堯主編：《謝靈運》，（台北：地球出版社，1993年 6 月），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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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晨杖策出遊，使於山頂，夜幕四合，蒼翠的山林都已沉浸在黑

暗中，處在這樣竹林叢生、溪流汩汩這一撲朔迷離的深山景色裡，作者感

於世俗的功名利祿都如過眼雲煙一般消散，進而體會到深沉玄默的生活至

理，也就是榮悴生死渾然一體、守常處順的哲理。從這首詩不難發現作者

筆下之景到景中之理的發展是自然合諧的，淒迷的景色、潛藏的玄理以及

作者個人情感的完美融合，成功表現出一種獨特的韻致。 

综前所述，謝靈運的山水詩不是以純客觀的態度描寫自然山水，也不

是用山水作點綴以探究玄理，而是一種情、景、理三者融合協調的山水詩，

是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的。 29 

柒、結論  

謝靈運作為山水詩的先驅，在描寫藝術上進行了大膽的創造，他的山

水詩使山川之美歷歷在目。山色水姿，因時而異，形態萬千，美不勝收。

他以山水景物入詩，把山水景物當作詩歌描寫的主要對象，這在「玄言詩」

泛濫的時代不僅為詩歌找到了新的描寫題材、表現對象，而且使生命力行

將枯竭的整個詩壇獲得了新生，開闢了詩歌領域的新天地。 30 

尤其他的山水詩描寫技巧以及藝術呈現，更是獨樹一幟，不僅鋪敘詳

盡繁富，寫景面面俱到，仰觀俯察，寓日輒書，不少詩就猶如一幅幅山水

的大全景。而且，他使山水詩與玄言詩相結合，使山水逐漸走出理窟，為

後代山水詩創造抒情、綴景與理旨相結合的境界提供了有益的啟示。 31 

正是因為謝靈運的山水詩開了一代風尚，擴大了古典詩歌的領域，使

在他之後的中國古代詩壇湧現出大量描繪自然的作品，這些山水詩篇也形

成了中國古典文學中一份極其珍貴的遺產，更是中國詩歌藝術中一個優秀

的傳統，對於他創作山水詩的描寫技巧以及藝術貢獻是值得加以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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