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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儿是自然界生机活力的寄托,鸟儿象征着

生命力,象征着自然的创造力。人赋予了鸟喜怒

哀乐,阮籍有  孤鸿号外野, 翔鸟鸣北林 !,陶渊明

有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 247)
∀
,李商隐有

 蓬山此去无多路, 青鸟殷勤为探看。!泰戈尔有

 夏天的飞鸟, 来到我的窗前, 歌唱, 又飞走了 !

( 67)
#
,普希金有  在黑夜的雾霭里, 有只东方的

夜莺对着玫瑰歌唱 ! (普希金 139) , 雪莱有  向

上,再向高处飞翔, 从地面你一跃而上 ! (雪莱

141)。鸟儿本身并非艺术, 但诗人在其中赋予了

自己的感情,鸟便近于性格化, 能使读者达到情感

的认同。目前,有关鸟的意象的研究较多, 但将陶

渊明与泰戈尔诗中鸟的意象进行比较的尚不多

见,本文试对此做一些讨论。

一

陶渊明与泰戈尔文本中鸟的意象的共同点:

1. 鸟的意象都是愉悦的,精神饱满的。

陶渊明所描写的鸟是南山中独立、自在的飞

鸟 这 切都是尘寰中所没有的 泰戈尔笔下的鸟

是满含爱意的。陶渊明隐居南山,采菊东篱,自由

自在, 他已经和大自然中的南山、飞鸟这种无待而

自由的意境融合无间,而泰戈尔的诗以  爱 !为核

心,他说世界是从爱生的,是靠爱维系的,是向爱

运动的,是进入爱里的。泰戈尔的 ∃飞鸟集 %中

说:  爱的快乐却象鸟儿们在话林里似地唱着 !

( 121),宇宙之创造是爱, 这也就是泰戈尔的诗中

的  爱的哲学 !, 充分地显示在  鸟 !这一意象上,

 鸟儿愿为一朵云;云儿愿为一只鸟 ! ( 73)  沉默

蕴蓄着语声,正如鸟巢拥围着睡鸟! ( 96) ,句句充

满着爱的温暖。

意象是指经过作者运思而构成的形象, 它是

文艺创作中的首要因素, 意象总是反映了作者的

心声, 陶渊明笔下的鸟反映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

和审美观,如那些鸟儿一样,无所羁绊,日落归巢,

恬然自得,生活在无外世的尘杂之中,而泰戈尔诗

歌中的鸟儿也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凝成而且不

能以语言讲明白的,  夏天的飞鸟, 飞到我的窗前

唱歌, 又飞去了。秋天的黄叶, 它们没有什么可

唱 只叹息 声 飞落在那里 ! 鸟儿不是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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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讨厌的,是很舒心的。

2. 都含有哲理意味。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 76),  鸟哝欢新
节,泠风送余善! ( 200)都是体现了陶渊明哲学思

想的句子。陶渊明曾经徘徊于道家的消极避世与

儒家的积极济世中, 最终他选择了道家的思想,

 心好异书  , 其立身行事、创作时间自不能不受

老庄思想的影响。他笔下的鸟儿都是不与世争,

远离人世的。朱熹说:  渊明所说者老庄, 染辞却

简古。尧夫辞极卑, 道理却密。! (朱熹 3243) 陶

渊明相信有一种超乎  人 !的自然力量, 左右人的

命运和生活,而人必须顺应它, 看淡一切,无欲无

求,安贫守旧, 自得其乐与天地山水之间,陶渊明

的这一思想就类似 ∃庄子 %中的  其行尽如驰, 而

莫之能止 !, 庄子想说明生来死往的自然规律的

不可抗拒性,主张对生死大限的心理焦虑中解脱

出来, 陶渊明的思想与庄子何其相似。陶渊明的

诗是富有理趣的,他的诗不是从抽象的哲理出发,

而是从生活出发,将生活中的感受升华为哲理,又

将着哲理连同生活的露木和芬芳一起诉诸诗的形

象和语言,所以他的诗既有哲人的旨归,又有诗人

的情趣,隽永厚朴,耐人寻味 。

泰戈尔的诗就像在暴雨后初夏的早晨, 推开

卧房的窗户, 看到一个淡泊清亮的晨。  爱的痛

苦环绕着我的一生,象汹涌的大海似地唱;而爱的

快乐却象鸟儿们在话林里似地唱着。! ( 121)  他
们点了他们自己的灯,在他们的寺院内,吟唱他们

自己的话语。但是小鸟们却在你的晨光中, 唱着

你的名字, & & & 因为你的名字便是快乐。! ( 120)

鸟儿是快乐的, 令一首诗给人的感觉就像平时孺

弱的小溪无端的雄壮起来,加快了前行的脚步,哼

唱着易显燎亮的歌, 一切都是那样地清新, 亮丽,

可是其中韵味却很厚实, 耐人寻味。用轻松的语

句道出深沉的哲理。他的诗歌中所表现出的思想

之美和宗教之思倾向于  爱的福音 !  梵的现实 !

 我的尊严 !, 创造了一个温和的爱的世界, 鸟儿

便像是其中的精灵, 泰戈尔曾说:  爱是我们周围
一切事物的最终目的,爱不仅是感情,也是真理,

是根植于万物中的喜, 是从梵中放射出来的纯洁

意识的白光。!他糅合了基督教的泛爱和释迦牟
尼的  万法如一的全意识界!。鸟这一意象就很

好地表现了这一点。

二

陶渊明与泰戈尔文本中鸟的意象的不同点:

1. 陶渊明笔下的鸟儿冲和、无欲无求,而泰戈

尔笔下的鸟儿浪漫温馨, 营造出一种和谐温情的

爱的世界。

东晋末年,社会黑暗, 政治极其腐败, 陶渊明

对社会的黑暗腐败感到愤慨但又无力改变, 为了

保持自身清白而归隐。  日入群动息, 归鸟趋林

鸣 ! ( 252)  众鸟欣所托, 吾亦爱吾庐 ! ( 393) , 每

一句都写出了他的无欲无求, 那么淡然。  少学

琴书, 偶爱闲静, 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

荫,时鸟变鸣,亦复欢然有喜。! ( 529)可见陶渊明

超逸绝俗的情怀和精神风貌, 也可见鸟儿在他的

诗歌中的重要地位,鸟儿为他的闲静提供了寄托

与题材。如果说,金谷别庐的奢侈和豪华,酿造的

是分裂的人格和污浊的人生,那么, 南山的简陋与

平实, 陶冶的则是纯净的精神与质朴的人生。他

希望保护自己本来的、天真的性情, 犹如一只鸟那

样自然而然地生存着,没有对世俗的奢求,也无需

终日顾念玄思。

泰戈尔笔下的鸟儿则是有爱的温情的。他的

诗中飞鸟想象的大量出现来源于变异期的人类所

共有的一种文化情结,是离乡谋生、异地生存的异

乡人所最易产生的情感倾向,所以, 泰戈尔将鸟儿

描写的尽量温情、柔和, 好像寄托着希望与快乐,

是感情愉快的。 ∃园丁集 %中, 泰戈尔吟唱道:  我
爱你, 我的爱人。请饶恕我的爱。像一只迷路的

鸟,我被捉住了。! ( 28) ∃飞鸟集 %中, 泰戈尔说:

 鸟的歌声是曙光从大地反响过去的回声。!
( 113)  我的心, 这只野鸟, 在你的双眼中找到了

天空。!( 27)  在黄昏的微光理, 有那清晨的鸟儿

来到了我的沉默的鸟巢里 ! ( 98), 读泰戈尔诗中

的鸟儿,仿佛走进了一个浪漫的世界,这里的鸟儿

会讲话, 善解人意, 是快乐的使者, 令人郁闷的心

找到无法解释却确实有和谐温和的感觉。

2. 陶渊明笔下的鸟儿形象较虚无, 重于精神

上的感知,而泰戈尔笔下的鸟儿则具体。

老庄在论述  道!的过程中,曾提出过  有 !和

 无!的命题。  有 !指有形的、实在的天地万物,

 无!指无形的关系即  实 !和  虚 !的关系,  虚 !
比  实 !更重要, 它是万物的本源, 老子说:  有无

相生!  虚而不屈, 动而欲出 !。在道家这种思想

影响下,陶渊明笔下的众多意象因心造境,以手运

心,虚而为实,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鸟的意象也不

例外,  鸟哢欢新节, 泠风送馀善! ( 200)  翩翩飞

鸟 息我庭柯 敛翮闲止 好声相和 ! ( 1)  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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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复生,惊鸟尚未还。!( 219)这些句子看似简单,

但是要加以解释却很难。

陶渊明对客观的鸟儿的描绘,显现诗人无形

的奥秘心灵,陶渊明用体贴物情、物我情融的艺术

构思来创造诗歌的意境, 这里所说的  物情 !并非

指客观事物,而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把自己的身

心都灌注到所写的形象中去了, 所有意象中都含

有陶渊明的思维, 鸟儿也是这样; 与此同时, 鸟儿

也完全融入了诗人的身心, 我具物情,物具我情,

心与物化。因此陶渊明笔下的鸟儿,也是包含了

他的深刻的哲学思想的。

泰戈尔诗歌中的鸟儿形象是很具体的, 我们

能清楚地看到它们,  水里的游鱼是沉默的, 陆地

上的兽类是喧闹的, 空中的飞鸟是歌唱着的。但

是,人类却兼有海里的沉默,地上的喧闹与空中的

音乐。!( 75)  鸟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一种慈善的

举动。! ( 90)  但是, 能自由展翅的鸟儿啊, 请不要

守着我们相对啜泣,你应该冲过险恶的愁云,高声

叫出: 我看见了太阳 ! ( 141) , 这些鸟儿的情绪是

明显的,他们的种类甚至都有明显的划分,是我们

所熟悉的鸟,而不是陶渊明笔下那种圣人似的鸟。

当然, 泰戈尔的诗歌也含有哲学思想,鸟的形象中

也含有这些思想,但是,它们不像老庄的思想那样

难以言说,难以穿透, 令人不能  说!清楚。
3. 陶渊明笔下鸟的意象是静的, 大多为归鸟,

而泰戈尔笔下鸟的意象是动的,较活泼。

陶渊明不需要像邺下或金谷文人那样依附于

权贵, 也无需要像竹林或兰亭文人那样耽溺于某

种玄思, 他是独立的个体,身后是大自然的拥抱,

他只管静的睡去,静, 而最静的便是家,是回归家,

回归大自然后所得到的心的休憩,  翼翼归鸟, 晨

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和风不洽, 翻翮求

心。顾俦相鸣,景庇清阴!  翼翼归鸟,戢羽寒条。

游不旷林,宿则森标。晨风清兴,好音时交。矰缴

奚施, 已卷安劳! ! ( 53)这些鸟儿都是令人安静

的,是归来的, 当鸟儿归来时, 陶渊明的心也就得

到了清诣远韵的舒适。老庄思想中很大一部分就

是对生命的终极追问, 而陶渊明的诗中最独特的

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 以及在追问中所构

建的新的人格范型,这样一个深邃的质问使陶渊

明笔下的鸟没有办法不静下来, 陶渊明选择了归

隐,选择了  归隐躬耕 !的生存方式。生活在这样

环境中的诗人笔下的形象当然会自然而然有静的

气息。陶渊明说:  咨大块之受气, 何斯人之独

灵 ! ( 431), 又说:  茫茫大块, 悠悠高旻, 是生万

物,余得为人。! ( 556)人既秉受天地之灵而生, 就

应避免世俗的牵扰。返自然是总的思想倾向,

 抱朴守静!,然而,什么是真? 什么是静?  真理
初开襟,谁谓形迹拘 !, 一个人要善于养真, 就要

独立于社会之外,用  自然 !之义去净化人类的道

德,回归自然。所以, 陶渊明笔下的鸟儿静静地相

与还。

泰戈尔笔下的鸟儿是  我的心, 这只野鸟, 在

你的双眼中找到了天空!中的灵动;是  在黄昏的

微光里,有那清晨的鸟儿来到了我的沉默的鸟巢

里 !中的快活;是  鸟的歌声是曙光从大地反响过

去的回声 !中的阳光, 泰戈尔的诗中鸟儿的形象

是动的,是给人一种思维的跳动的感觉的,读后是

笑容的绽放,而陶渊明的鸟儿意象读后是心灵的

宁静。陶渊明希望的是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性

情,而泰戈尔则重于用爱去感染他人。

 以我观物, 物亦具我之色彩 !, 作者的感情
已经与他们所写的鸟的感情融为一体了, 陶渊明

为追求理想而归隐,他就像一只失群之鸟,一旦托

身得所,千载莫违,正是陶渊明在仕于隐的抉择中

毅然离弃官场, 退守田园的写照, 表面看字字写

鸟,但已非现实的鸟, 而是作者自己的心。泰戈尔

笔下的鸟也是这样,给我们爱的感觉,让我们受到

爱的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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