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

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

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

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

违。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
共五首，这里选的是第三首。
陶渊明（365—427），是晋代
诗人，名潜，字元亮，号为“靖
节先生”（他死后其亲友等人
赠他的号，意思是说他纯净
而有气节），自号“五柳先生”
（因为他住宅旁边有五棵柳
树）。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
人。早年曾作过几次地方小
官，41岁时任彭泽（现在的九
江境内）令，只干了80余日，
就辞官归隐田园，直到逝世。
陶渊明是我国古代一位伟
大的诗人，他的诗艺术成就
很高，对后世诗歌发展有深
远的影响。《靖节先生集》汇
集的就是他的作品。

首先，讲一个“不为五
斗米折腰”的故事：“不为五
斗米折腰”已经是大家熟知
的成语。这个成语就源于《晋
书·陶潜传》：“吾不能为五斗
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
邪。”意思是，我不能为了得
到五斗米的俸禄，就弯下腰
来去侍奉地方上的小人呀！
据说，有一天，上级派来一个
督邮来督察。督邮的作用只
是受太守委派来监督、检查
县级官员的工作的。官虽不
大，但由于是上级派遣，所

以往往骄横跋扈，仗势欺
人。公元405年的冬天，陶渊
明担任彭泽县令不久，就来
了一个督邮，这个督邮架子
很大，他一到彭泽，就派县
吏叫陶渊明来见他。陶渊
明正要动身去见，县吏却把
他拦住，说道：“参见督邮要
穿官服，并且束上大带，不
然，督邮要归罪的！”

这一下，陶渊明气坏
了，心想：“哪来的这些臭规
矩！”他长叹一声，然后愤怒
地说道：“我不能为五斗米，
向这乡里小人折腰！”说
罢，立刻取出官印，封好，并
且写了一封辞职信，就毅然
决然地离开彭泽回家了。从
当县令到辞职回家，总共80
多天。现在高中语文课本上
选的《归去来兮辞》，据说就

是陶渊明在归隐途中写的。
有人考证说：五斗米，

是士大夫的俸禄数量。至于
折腰，当然就是弯腰行礼，指
屈身伺候人。“不为五斗米折
腰”就是比喻为人清高，有骨
气，不为利禄所动。

其次，解释几个不太好
懂的词语：归田园居，是诗的
名称。南山，指江西九江的庐
山。晨兴，早上起来；兴，读
xīng，起来。理荒秽，即除杂
草。带月，顶着月光；带，同

“戴”，披着或顶着。荷锄，扛
着锄头；荷，读hè，扛着。草
木长，草和树都长得高。长，
这 里 读 chánɡ， 不 读
zhǎng，因草木高，才可以打
湿衣裳。愿无违，愿是名词，
指心愿，即初心；无违，即不
要违背。所以，愿无违，即是

不要违背初心（隐居躬耕的
最初心愿）。

最后，讲讲这首诗的特
点：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归
隐后的生活情况，表达诗人
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改变
他隐居田园的初心。这首诗
至少有下面三个特点：

一. 亲切自然，如叙家
常。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
苗稀。”这两句诗就像诗人跟
朋友说话一样：我回田园后
在南山脚下种了一片豆子，
结果种得不好，草长得倒很
茂盛，可是豆苗却稀稀疏疏
的。你看，多自然，多亲切。其
他诗句也明白如话。我想，陶
渊明的好多诗流传至今，恐
怕于此有关。试想，那些故弄
玄虚、词句诘屈聱牙的所谓
诗，也能流传至今吗？

二. 对比鲜明，照应独
特。

诗人使用了对比的艺
术手法。比如，“草盛”与“豆
苗稀”对比：一是说明他种的
是荒地，二是讽刺自己毕竟
不是农民，由于是刚学，所以

出了洋相。再比如，“夕露沾
我衣”与“衣沾不足惜”对比：
夕露打湿衣服当然不好，但
诗人却不在乎。这两个对比
都在表达，诗人不论遇到任
何艰难险阻，也不会半途而
废，改变初心！这里运用对比
手法，显然是有意的。

此外，诗人还运用了照
应的手法。读者也许会说：看
不出哪里是照应呀！如果真
是如此，那说明诗人运用照
应手法真是奇特了。请注意：
前面写“草盛豆苗稀”与“晨
兴理荒秽”，后面写“带月荷
锄归”。因为“草盛”才说“荒
秽”，要解决“草盛”“荒秽”的
问题，才需要“带月”与“荷
锄”。你看：“晨兴”与“带月”
相照应，“草盛”“荒秽”又与

“荷锄”相照应。诗艺的奇特，
可谓“踏雪无痕”！

三.意境美好，感情纯真。
这首诗运用了四种表

达方式：记叙、描写、抒情与
议论。前两句“种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主要是记叙；
后四句从“晨兴理荒秽”到

“夕露沾我衣”，主要是描写；
最后两句是议论兼抒情。中

间四句宛如一幅水彩画，又
像轻音乐。“晨兴理荒秽，带
月荷锄归”这两句诗，不仅使
你看到，在蓝天上月光映照
下扛着锄头归途中的诗人，
而且使你想象到顶着晨星诗
人来到山下，锄草时发出的
沙沙的声音与韵脚；而“道狭
草木长，夕露沾我衣”两句，
同样使你看到了夜色中的美
景，听到了诗人晚上行于齐
腰高的草木中的节奏与旋
律。绘声绘色，如见其人，如
闻其声。在诗人看来。这是多
么美好的意境！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
无违”这两句是画龙点睛，
是毫不掩饰地直抒胸臆：这
些在世俗之人眼中的一切
艰难辛苦，在我看来，都是
最美好的；因为这些都是我
喜欢干的事情。只有这样，
才不违背我的初心！这又
是多么纯真的感情！

文章结尾时，还想提
醒读者：如果你想知道后
世怎样纪念陶渊明，建议
你去江西的庐山旅游。因
为庐山附近，就有陶渊明
纪念馆。 文/李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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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归园田居》赏析

如有行动不便者，可安排班车接送，对于量大或者不方便前来活动现
场的市民，活动方会为市民提供上门服务，并严格对客户信息保密。

全品相、不跑酒。冬虫夏草

活动时间：2018年7月25~30日

2018年：1300元
2017年：1300元
2016年：1350元
2015年：1400元
2014年：1450元
2013年：1500元
2012年：1550元
2011年：1600元
2010年：1800元
2009年：1900元
2008年：2000元
2007年：2100元
2006年：2300元
2005年：2500元
2004年：2700元

2003年：2900元
2002年：3000元
2001年：3300元
2000年：3800元
1999年：4300元
1998年：4500元
1997年：4600元
1996年：5500元
1995年：8200元
1994年：8400元
1993年：8600元
1992年：8800元
1991年：9000元
1990年：9200元
1989年：9500元

1988年：10000元
1987年：11000元
1986年：13000元
1985年：13500元
1984年：14000元
1983年：14500元
1982年：14500元
1981年：15000元
1980年：15500元
1979年：16500元
1978年：20000元
1977年：21000元
1976年：25000元
1975年：30000元
1974-1953年：面议

陈年茅台及名优老酒征集活动
现金收购1953年~2018年茅台酒 老安宫牛黄丸

另收购1999年之前五粮液、洋酒、剑南春、郎酒、宁城老窖及各类高度白酒

茅台酒收购价格（高度53%VOL）

呼和浩特市上门收购 长期有效

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61号（闻都宾馆4楼403号）

公交线路：乘坐29、56、59、63、82、89、K1路到新世纪公交站下车即到

联系电话：18655899630杨先生 18856891152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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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团结出版社出
版了我区诗人王俊香的诗
集《掌心的月光》。这是她
的第二本诗集，我读后感
到她的诗随着人生阅历的
更为深厚而走向了成熟。

这本集子中的成熟，
表现在诗人确立了清晰的
主题意识，主题是月光，我
说的月光是一种意象，一
种主题的象征，所以诗人
把这本集子取名为《掌心
的月光》，全书分为四辑，
分别为月光情愫、月光情
韵、月影情怀、月明情缘。

每一辑的题目都离不
开“月”，虽然每一辑写月
的诗句并不多，但是月成
为主题的标志物，诗人找
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同时
也用月来暗示读者，能够

破译暗示密码者，才能明
白诗的主题。诗集中有些
诗的情调是忧伤的，有些
写月的诗也是忧伤的。生
命的脆弱、社会的缺憾、人
生的无奈等等都造成生死
痛苦，面对痛还要活着，就
需要支撑的东西多种多
样，王俊香的支撑就是诗
歌，诗如月光，洗去了世界
的平庸和喧嚣，留给梦想
一个纯洁安静的空间，于
是诗人王俊香说那月光弥
合了内心和世界的裂缝，
让人生而有灵、活而有趣。

王俊香在创作诗歌的
过程中，为了避免写出标
语口号式的直白诗歌，尽
量不直接用文字表达情
感，是客观地通过一种场
景、一系列事情来唤起情

感。这种场景和事物在诗
歌创作的理论上被称为客
观对应物。优秀的诗歌应
该通过客观的叙述以诗的
主观叙述取得呼应和平
衡，月亮和月光经常被王
俊香用来当客观的对应
物。

王俊香的创作技巧比
过去全面，她还在诗作中
注重内心独白，采用意象
排列法，既客观而不加评
论的一系列意象放在一
起，由读者自己去思考，节
奏和结构很是严谨，押韵
自然……王俊香还能继承
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
统，并学习西方现代主义
诗歌的创作方法，将二者
融汇在一起，促进诗歌创
新。 文/李 悦

《掌心的月光》读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