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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追求艺术化人生的体现，它对中国中
古以后历代士人均有广泛影响。特别是盛唐时期，由于士人开
放浪漫，个性发扬，对魏晋风度尤其怀有浓厚的兴趣。魏晋
名士的思想、风度和作品，对“诗仙”李白产生了全面的影
响。杜甫早已指出了这一点：“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诗史》也说“江淹云：‘蝴
蝶飞南园。’李白云‘春园绿花蝴蝶飞’，语意相似。”而赵
翼也认识到李白诗未脱古诗遗风——“梁陈宫掖之风，究未扫
尽”。李白不仅继承了魏晋风度中的生活风范和审美情趣，而
且积极地对其进行理性开拓。下面就来探讨一下李白诗歌的创
作风格与魏晋风度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自然清新

魏晋人一反两汉时以学问为本，尚苦节，重章句，论世
事，矜容饰，持典而乏通，拘礼而不达的风气，宗老庄，喜清
谈，崇尚自然，不饰仪表而贵在得神。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的行
为举止上，也表现在他们的审美观上。魏晋人在品藻人物时，
常用自然、玄远、超逸、高、深、简、约等概念。他们在评论
文艺作品时，也把 “自然”、“清”作为高标准。由此可见，
自然清新之美在魏晋时已为人们所崇尚。所以，宗白华先生曾
指出:“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划分了两个阶段。从这个
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
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采镂金’是一
种更高的美的境界。”

李白正继承了魏晋以来以自然清新为美的审美观点，特别
是对小谢诗风的继承。李白经常在诗中提到谢 ，并对其人其
诗大加赞赏，如：“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
城谢 楼饯别校书叔云》)。王渔洋在《论诗绝句》中说：“青
莲才笔九州横，六代淫哇总废声。白 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
谢宣城。”虽然言过其实，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谢 对李
白的影响之大。

李白在诗里经常使用“清真”、“清芬”等词来赞美美好
的人及事物。在对文艺作品的评价上，他也以清真、自然为标
准。在《古风》第一首里他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这里，他反对“绮丽”，提倡
“清真”。王安石曾说：“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
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

在李白诗中，“清水芙蓉”之美首先表现为感情的真实，
不假掩饰，不吞吞吐吐，而是直抒胸臆，一切统一于自然。范
文澜先生说李白诗“奇思涌溢，想人之所不能想，说人之所不
敢说，自有诗人以来，敢于冲破一切拘束，大胆写出自己要说
的话，破浪直前，无丝毫畏缩态”。如他想做官，就直截了当
地说:“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赠张相镐》)；当受到皇
帝征召时，他毫不掩饰内心的高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
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李白所追求的“清水芙蓉”之美还表现在他的诗歌语言
上，如：“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又一杯”(《山中与幽人
对酌》)；“长安一片月”(《子夜吴歌》) ；“众鸟高飞尽， 孤

云独去闲”(《独坐敬亭山》)；“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
重山”(《朝发白帝城》)，皆如家常话语，随口道来，仿佛毫不
经意，但平易中见深意，显浅中见隽永。
二、一往情深

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说：“晋人
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
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无
论对于自然，对探求哲理，对于友谊，都有可述。”如：桓子
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
情。”(《世说新语·任诞》)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
所穷，辄痛哭而返。(《世说新语·栖逸》》)

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
而充之，可以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
动魄。晋人富于这种宇宙的深情，所以在艺术文学上有那样不
可企及的成就，文学的抒情性日益得到加强。杜甫说李白“笔
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李十二白二十韵》)。李诗之所
以撼人心魄，动神荡情，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诗歌中强烈的
抒情性。他的诗歌有着最充沛、最饱满、最深厚的情感。读他
的诗，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诗人情感脉搏的跳动和变化，喜
怒哀乐、长吁短叹无不可见可感。他狂放起来就“兴酣落笔摇
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消沉起来就“人生得意
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苦闷起来就“抽刀断
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
又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
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
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种李
白式的抒情，似暴风急雨，骤起骤落，如行云流水，一泻千
里，像是从胸中直接奔涌喷吐出来。

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又暴发强
烈的感情，形成了李白诗抒情方式的鲜明特点。无论爱情、友
情、亲情，还是爱国之情，李白皆有可叙，皆写得情真意切，
在歌咏情性这一点上确实深得魏晋风度之精髓。
三、光洁虚灵

魏晋时期，玄风大炽，文人学士企慕隐逸，寄情山水。他
们不仅发现了山水美，而且以玄学的眼光看待山水。他们不只
把山水当作一种客观欣赏对象，而且把自己与山水同样地当成
了自然的表现。他们“欣赏山水，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超入
玄境。”他们的审美观对诗歌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陶渊
明的诗：“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晶晶川上
平”(《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清气澄余滓，
杳然天界高”(《巳酉岁九月九日》)。都写得空阔湛明，体现
了诗人高旷清虚，毫无一丝纤尘的心胸。后来的谢灵运和谢
的山水诗也都写得光洁鲜明。如谢灵运的“明月照积雪”(《岁
暮》)；谢 的“澄江静如练”(《晚登三江还望京邑》)。

李白喜欢用光洁晶莹的意象和清、白色泽。他喜欢用
“明”，如明月、明珠、明镜；用“白”，如白鸥、白鹭、白
龙、白鹤、白石等；用“清”，如清风、清辉、清光、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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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玉”，如玉杯、玉笛、玉箫、玉颜、玉浆、玉树。
“太白十诗九言月”，李白的诗中用得最多的意象就是月

亮，月亮高悬在清虚万里的天空之中，最见光洁晶莹的特点，
因此最受诗人喜爱。但李白还不满足，他常把月和水、露、
冰、玉、镜、霜、雪等皎洁之物连写，并喜爱用素、秋、凉、
虚、皓、寒等表示清冷明洁的形容词来修饰月，使他笔下的月
亮更加显得高洁清亮，构成了一个个玲珑透彻、冰清玉洁的境
界，犹如诗人自己的高洁品质。

如《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
二：“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一天。且就洞庭赊月色，
将船买酒白云边。” 把一个水、月、白云连成一体的琉璃世
界，和在这个世界里产生的奇妙想象，写得那样明净秀美，如
入神仙境界。其五：“帝子潇湘去不还，空馀秋草洞庭间。淡
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美的湖，美的传说，空
灵、明净；如画的境界，表现出一种超脱于尘世之外的皎洁明
净的心境。
四、气势奔逸

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 公孙丑下》)；到
了魏，曹丕提出了“文以气为主”；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
论，阮籍使气以命诗”。“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
文章特色，即抒发感情痛快淋漓，激昂慷慨，具有磅礴的气
势。魏晋时，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也是人们感情最波荡的时
候。人多死生新故之感，士有建功立业之志。当时的社会思想
的解放也使人的个性得以自由舒展，因此形诸诗文，便充溢一
股慷慨之气。如：

阮籍的《咏怀》其三十九：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
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
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
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这种“多气”的文学特色对唐代影响很大。李白更在诗中
说：“蓬莱文章建安骨”，对建安文学表示钦慕并认真学习。
而他那重于气势，充满了火热激情的语言，则发展了鲍诗的
俊逸风神。杜甫就在《春日忆李白》中称赞他是“俊逸鲍参
军”。最能代表鲍照雄健豪放、俊逸峭拔这一风格的是《拟行
路难》十八首。这些诗篇气势雄浑奔放，笔力遒劲奇横。而李
白的《蜀道难》则以雄奇的才力，大胆的构思，绘声绘色地描
写出蜀道的雄伟险峻的气势。正是“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
表。”(皮日休《刘枣强碑文》)。闻一多在《英译李太白诗》一
文中说到翻译李白诗时说:“形式上的 丽许是可以译的，气势
上的浑璞可没法子译了。但是去掉了气势，又等于去掉了李太
白。”可见，气盛是李白诗歌的重要特色。

李白的魅力持久不衰，他的文学修养和诗歌天赋是不能否
认的。但是，作家的思想感情、美学理想、艺术素养，总是会
渗透到自己的艺术风格中；时代、阶级、民族的各种因素，也
会在作家的艺术风格中留下或深或浅的烙印。李白对前代文学
的因革也是不容忽视的。他固是天才，也需站在前人的肩膀
上，尤其是魏晋南北朝这四百年，正是文人觉醒和诗歌空前繁
荣的时代，后继者怎能拒绝它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综上所述表
明，历史注定的继承关系是不容抹煞的，对于魏晋风度，李白
非但没有拒绝，恰是广泛汲取了这时期的种种经验，然后才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他是以一种更积极的精神继承和发
扬了魏晋风度，在我国诗坛上，放射出积极浪漫主义色彩，光
照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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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Bai’s poem sty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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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i and Jin demeanor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pursuit of artistic life of Wei and Jin celebrity, its have wide implications to subsequent history of 
medieval scholars, especially the Tang period. The thought, grace and works of Wei and Jin celebrity has a full impact on the "Shixian" Li Bai. Li Bai is not only 
inherited the life style and aesthetic taste of Wei and Jin celebrity, but also actively develop their rational, formed his own style of natural, fresh, devotedly attached, 
smooth, eleg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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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利用互联网的教育，也可以充分地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
教育过程中“堵”或“塞”的教育方式，开放式的教学模式更加
适合新时代的高校学子们。笔者坚信将互联网与思想政治教育相
结合必定能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一个新局面。

其实，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大方向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就是
教育者对被教育者传输思想政治影响，而在教育者传输思想政
治思想后，受教育者可以接受这种思想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
中，可以说教育者的责任重大，是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角色，所
以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应该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发
挥其主观能动性。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者可以对受教育者的
特点进行充分分析，从而做到因材施教，让受教育者在轻松愉快
的过程中接受需要传输的知识。这也是考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的能力的过程。在教育过程中，积极探索新的、行之有效的教育

方法，争取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最大化，让学生在课程中受到启
发，对今后的学习、生活、工作都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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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decade into the 21st century,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e developing rapidly. China's social reform continues to deepen, in such a 
backgrou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facing a series of new problems and new situations, as a teacher, how to follow the development of times,push 
the new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a new height is now the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t college 
student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relevant approaches and methods a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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