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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之美

王维一生对山泉溪流瀑布充满了无比的深情。他

在终南山隐居时，经常徒步沿着溪流溯源而上，直到源

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王维描

写溪流的佳句不胜枚举，诸如“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

里。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苇”（《青溪》）。“飒飒松上雨，

潺潺石中流”（《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磴道盘曲四五十

里至黄牛岭见黄花川》）。“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

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在

《送梓州李使君》中，诗人展现了雨后山泉的风貌。

送梓州李使君

万壑树参天袁千山响杜鹃遥

山中一夜雨袁树杪百重泉遥

汉女输橦布袁巴人讼芋田遥

文翁翻教授袁不敢倚先贤遥

我们看到山中夜雨后，百泉涌流，参天古树焕发青

春，千山杜鹃歌唱，一切都充满蓬勃生机。

苏东坡《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云：“味摩诘之诗，诗

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在终南山辋川隐

居时创作的五绝《栾家濑》，就是一幅优美的“秋雨溪流

白鹭图”。

栾家濑

飒飒秋雨中袁浅浅石溜泻遥

跳波自相溅袁白鹭惊复下遥

栾家濑位于王维辋川别业附近。濑是指沙石上的

湍流。诗的大意是：秋雨绵绵，水流浅浅，溪流湍急，灵

动活泼，水石相击，跳波相溅。白鹭被激流惊飞，复又好

奇落地涉水游戏。前面 3句写出了秋雨中山谷溪流的

跃动之势，末句则勾画出白鹭生命的喜悦。王维观鹭如

庄子观鱼，神游自然，放飞心灵。以忘我空灵的心境，感

受到白鹭戏水的快乐和大自然的特有神韵。

王维在唐开元二十年（732 年）入蜀途中创作的

《纳凉》，生动地描写了诗人融入大自然怀抱的惬意。

纳凉

乔木万余株袁清流贯其中遥

前临大川口袁豁达来长风遥

涟漪涵白沙袁素鲔如游空遥

偃卧磐石上袁翻涛沃微躬遥

漱流复濯足袁前对钓鱼翁遥

唐代大诗人王维留下了一批历经

千年脍炙人口的山水田园诗遥在这些优

美的诗篇中袁诗人以淡然自适的隐逸情

怀袁描写了自然风光和乡野景观遥 王维

笔下的自然界清新宁静又生机盎然袁流

露出诗人摆脱尘世纷扰而全身心融入

大自然的美好愿望袁这些诗篇体现了诗

人的自然观和生态观袁更充满了泛爱万

物尧天地一体的朴素生态伦理遥

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生态伦理
阴 董哲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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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饵凡几许袁徒思莲叶东遥

这首诗描写溪流穿过茂密的乔木树林，临近

汇入大川的河口处，长风吹拂，景色豁然开朗。波

涛涟漪挟带着白沙，鲟鱼游弋犹在天空。诗人仰

卧在磐石之上，任波涛荡涤自己谦恭的身躯。隐

居高士随缘自适，如同屈原那样，“沧浪之水清

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诗

人对面的那位钓者，意不在鱼，却陶醉于山水之

间，没有几条鱼肯贪恋钓饵，唯独乐意穿梭在莲

叶下自由地游向西、游向东。我们看到，诗人满怀

深情融入大自然的怀抱，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

他仰卧于磐石之上，任波涛荡涤，清风吹拂，和莲

池为邻，与鲟鱼为伍，好一幅“天地与我为一，万

物与我并生”的图景。

王维对大自然的热爱，源于对自然之美的感悟

和审美愉悦。诗人吟唱自然之美，按照当下的说法

就是生态之美，其核心就是生物多样性之美。生态

学定义的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

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在诗人的笔下，

浅水岸边生长着芙蕖、蒹葭和青菰，溪流大卵石上

布满了厚厚的青苔，白鹭水禽涉水嬉戏，鼋龟鲟鱼

在水中纵横游弋，野兽到溪边饮水休憩，林中的杜

鹃黄鹂歌喉婉转，千山万壑古树参天。我们看到乔

木、灌木和湿生植物、水生植物、鱼类、两栖动物、爬

行动物、哺乳动物、涉禽、游禽和鸣禽等分布在河川

溪流中，这些不同的生物种群通过营养传递相互作

用形成了溪流生物群落。王维诗中的溪流生物群落

具有十分丰富的多样性，各类生物相生相克，和谐

共生。生物群落多样性来源于栖息地的多样性。在

王维的诗中，我们经常看到雨后的溪流山谷水涨、

流量增加、流速增快、山泉涌流的水文过程，看到瀑

布引起的湍流、急流和漩涡这些水力学现象，看到

跌水—深潭交错序列，看到溪流与岩石、河谷、瓯穴

等边界条件的相互作用。正是这些复杂的水流作

用，才形成了具有高度异质性的栖息地，适宜各类

水生动物找到它们生活史不同阶段需要的产卵场、

索饵场、越冬场和避难所。在王维的笔下，生态系统

是动态的。在他的诗中，春夏秋冬景观交替，山雨山

风阴晴变幻，溪流水涨水落，飞鸟高翔，走兽奔跑，

自然生态系统的一切都在运动和变化中。可以说，

王维的诗就是一幅幅时空变化的自然画卷。

一般认为，科学与艺术往往是沿着两条平行

的轨道发展。科学是理性的，靠逻辑思维和实证；

艺术是感性的，靠灵感和感悟。但是二者也可能发

生交集，王维就是一个范例。王维靠心灵的感悟，

又用文学的语言表现出淡水生态系统的结构、过

程和功能。可以说，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是现代生态

学的一种美学诠释。

道法自然与泛爱万物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充满哲理。有学者认为，庄

子学说是诗的哲学，而王维的诗是哲学的诗。王维

生态和谐之美———香格里拉晨曲 白鹭振翅谱生态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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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信奉禅宗，他以禅入诗，诗禅不辨。禅宗与大

自然密不可分。王维心空则深得禅悦，兴象深微，

超以象外，外物湛然空明。王维诗的意境从胜义

谛的视角看，参证了“凡所有相，皆是虚空”的禅

宗要义。王维的《辛夷坞》是一首著名的禅意诗。

辛夷坞是辋川中一片四面高而中间低的谷地，因

盛产辛夷花得名。

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袁山中发红萼遥

涧户寂无人袁纷纷开且落遥

辛夷，落叶乔木，花开枝头，花苞尖似笔头，

花开似芙蓉。诗中描写辛夷花在幽寂无人的山谷

中以其自然本性存在着。诗人以悠然恬淡的心境

体味辛夷花花开花落，感悟清空幽谧的禅意人

生。著名美学家李泽厚认为，王维那些“充满禅意

的作品”，“比起庄子、屈原来，便具有一种充满机

巧的智慧美。它们以似乎顿时参悟某种奥秘，而

启迪人心”。“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

不异色”。这不但是盛唐人的诗境，也是宋元人的

画境。当王维融入大自然怀抱之中，以超脱功利

世俗的禅意体验到溪流潺潺、鸢飞鱼跃、活泼灵

动的自然之美，无形中升华到哲学思辨的高度。

我国古代先贤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称为天

人关系，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史

记》之《报任安书》）。“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哲学

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是一个具有根本性

的哲学命题。它作为一种古典哲学理论，可追溯

到公元前 2000 年的周代，从先秦时代发展到明

清时期，在宋朝出现过学术高峰。“天人合一”反

映了人对自然界的认识，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统

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由历代学者发扬光

大，又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学说，最具代表性的一

是老庄的“见素抱朴”和“道法自然”，一是孔孟的

天命论和“泛爱万物，天地一体”。

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有一段“道法自

然”的著名论述，至今仍被广为引用。老子说：“故

道大，天大，地大，人矣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

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段

话言简意赅，寓意无穷。老子的“四大”中，人居于

“四大”之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凌驾在天地

之上的主宰关系，只能是对自然规律的认知、顺

应和融合。“道法自然”可以理解为：“道”效法和

遵循万物自身变化发展的规律。那么，圣人又如

何对待道呢？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

不言之教。”就是说圣人用“无为”去处事，用“不

言”去教导。老子著名的无为论，并非字面上的无

所作为，而是不妄为，不做违反自然的事，无论是

对待宇宙自然，还是治理社会，要效法“道”。因为

“道”的本性就是“无为”。

庄子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阐发得更为透彻。庄

子认为：“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生。”在《庄

子》“天道”一章中，庄子假托孔子向老子问礼故事

说出了一番道理。庄子说：“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

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

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就

是说，天地原本就有自己的运动规律，日月原本就

放射光明，星辰原本就各自有序，禽兽原本就各有

群落，树木原本就林立于地面。先生您还是遵循自

然状态行事，顺从规律去进取，这就极好了。庄子

这段论述，更清晰地要求人们“循道而趋”，对于自

然界，人们不要去驱使它、掠夺它，相反，应该尊重

万物，顺应自然，谨慎地顺从自然规律行事，这才

飞流倾泻———千丈岩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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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正的美德。王维极为推崇庄子，庄子曾为蒙漆

园吏，在《漆园》一诗中，王维以庄周自喻。一位是大

哲学家，一位是大诗人。他们都是鲲鹏神驰，精神无

界，孤傲清高，循道而趋，他们跨越了历史的时空，心

有灵犀一点通。

漆园

古人非傲吏袁自阙经世务遥

偶寄一微官袁婆娑数株树遥

在儒学中把“仁”作为最高道德准则，所谓“仁

者爱人”，指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由于“天”

滋养万物，抚育了人类，这体现了“天”的“仁”。人为

天所生，与天具有血肉相连的内在关系，人也应该

有“爱人利物之心”。孟子主张“泛爱万物，天地一

体”。人对于自然界的巨大恩惠要予以仁爱的回报。

同时，儒家主张对自然界要心存尊重和敬畏之心。

《论语》中经常讲“知天命”。所谓“天命”，泛指自然

规律。“知天”和“畏天”是对立统一的。“知天”，指人

掌握自然规律；“畏天”，指人对自然界要心存敬畏。

中华文明历经 5000 年而绵延不绝，一个重要

的因素是得益于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

中国农业具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供养着众多的人

口而地力经久不衰，生态系统具有可持续性，其秘

诀在于我们的祖先早就具备了朴素的生态保护理

念。古代哲人讲究仁义施及鸟兽虫鱼，反对和谴责

“暴殄天物”（《尚书》）、“竭泽而渔”（《吕氏春秋》）。

孟子提出“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主张

适度采伐的原则。孔子对于捕鱼打猎的主张是“钓

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这是说钓鱼不

用网捕，射鸟不射巢中之鸟。不少封建王朝强调保

护自然资源的可再生能力，颁布了环境保护法令法

律。早在战国时代，管仲任齐国宰相时颁布法令，规

定在封山育林期间，违令砍伐者将判死罪，犯令者

“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礼记》是汇集

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典籍，体现了先秦儒家的

哲学思想和礼制刑律。《礼记·王制》中规定：“獭祭

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

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

以火田，不麑，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大意

是：正月以后，掌管山泽的人才可以进入川泽垒梁

捕鱼。秋冬之交，才可以开始田猎。8月以后，才可

以设网捕鸟。到了 10月，才可以进入山林砍伐。昆

虫尚未蛰居地下之前，不可以纵火焚草肥田。不捕

捉小兽，不取鸟卵，不杀怀胎的母兽，不杀刚出生的

小兽，不捣毁鸟巢。

王维的《白鼋涡》就是一首反映诗人自然生态

观的典型作品，体现了诗人的生态伦理。

白鼋涡

南山之瀑水兮袁激石滈瀑似雷惊袁人相对兮不

闻语声遥 翻涡跳沫兮苍苔湿袁藓老且厚袁春草为之不

生遥兽不敢惊动袁鸟不敢飞鸣遥白鼋涡涛戏濑兮袁委身

以纵横遥 王人之仁兮袁不网不钓袁得遂性以生成遥

白鼋是一种白色的大鳖，涡是指旋转的急

流。诗的大意是：南山的瀑布啊，落在岩石上翻

腾，沸涌如雷惊，人面相对却听不到语声。漩涡的

飞沫润湿青苔，常年的苔藓厚实青青，春草要另

择地而生。野兽不敢惊动，鸟也不敢飞鸣。白鼋在

漩涡和沙石上的激流里嬉戏，委身于涡涛中。主

人有一颗仁爱之心啊，不撒网，不垂钓，让白鼋自

由生长，顺其本性。

在诗中我们看到飞流倾泻，听到瀑布雷鸣之

声，闻到青苔和湿润的水汽。诗中的主角是在激流

漩涡中游弋嬉戏的白鼋，它与飞鸟走兽和睦相处，

互不干扰，各得其所，它与王维是平等的好朋友。诗

人满怀“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仁爱之心，不仅不

网，而且不钓，顺其自然本性，使白鼋俯仰自如，无流水潺潺奏动美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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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无束，自由生长。王维对于生物保护的意识，源于

诗中所说的“主人之仁兮”，儒家把“仁”作为最高道

德准则，主张“仁者爱人”，而且“仁者以天地万物为

一体”，把仁爱推及自然界的万物。王维主张“不网

不钓”，与孔子提出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主张

相比，更是超越了古代圣贤珍惜生命的理念。诗人

心存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信念，关爱生命，不

但反对虐待和伤害生命，而且与所有生灵和谐相

处。《白鼋涡》写于诗人隐居终南山辋川之时，王维

笔下的白鼋有如庄周笔下的鲲鹏，遨游天际，舒展

自如，顺应自然，自由自在。诗人以白鼋自喻，体现

了远离浮华而回归自然的生存智慧。一首《白鼋涡》

表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物我两适境界，凝聚了

佛道儒要义。

重生与贵和

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是“重生”和“贵和”，即珍

惜生命，以和为贵。这实际上是从生命体验角度来

诠释人与自然的关系。重生，不但要珍惜人类生命，

也要珍惜自然界万物的生命。贵和，不仅重人伦和

谐，也要重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也就是生态和谐。

庄子说“与天和谐，谓之天乐“（《庄子·天道》）。王维

的代表作《山居秋暝》描写了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

浣纱女和渔民的劳作场景。我们看到人与自然和

谐，人与人之间和睦的情景。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袁天气晚来秋遥

明月松间照袁清泉石上流遥

竹喧归浣女袁莲动下渔舟遥

随意春芳歇袁王孙自可留遥

雨后的空谷，秋天向晚，清爽宜人。月光如水倾

泻在松林里，泉水清澈流淌在磐石上。竹林深处笑语

喧哗，归来了一群浣纱女子。荷叶与莲花被荡开一条

水路，渔船顺流而下，带着大自然的恩赐满载而归。

山水与田园相谐，劳作与欢快一体，人类与自然融

合。人们对于大自然的无私赐予满怀感恩之心。

孔子在《尚书·大传》中说：“夫山，草木生焉，鸟

兽蕃焉，财用殖焉，出云雨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和

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百姓以食，此仁者之乐山者

也。”在孔子的眼里，山可以生长草木，草木繁衍鸟兽

和其他有价值的物质，调节气候和雨水，形成万物，

使百姓有其食，有其用。孔子这一席话，形象地概括

了河流湖泊在地球生命圈中作为生命的介质和载体

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运行规律，概括了河流湖泊的

支持、调节、供给和美学这些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

指出河湖生态服务功能是人类福祉所依。

与孔子描绘的先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安居

乐业景象相呼应，王维《渭川田家》一诗，则再现了

盛唐时期渭河流域沃土上其乐融融的田园生活。

渭川田家

斜光照墟落袁穷巷牛羊归遥

野老念牧童袁倚杖候荆扉遥

雉雊麦苗秀袁蚕眠桑叶稀遥

田夫荷锄至袁相见语依依遥

即此羡闲逸袁怅然吟式微遥

诗中描写了夕阳斜照，牛羊归村，老人倚杖柴

门盼望牧童回家。鸟鸣声中麦苗扬花抽穗。因蚕已

休眠，桑叶稀疏了。农夫们荷锄归来，相遇问候，聊

聊家常。王维内心无比羡慕闲适的田园生活和淳朴

民风，向往没有纷争的桃花源社会，推崇天时地利

人和，体现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人生理想。

作为信奉佛道儒的大诗人，王维推崇“仁者爱

人”，他又把仁爱推及自然界，珍爱生命，泛爱生物，

憧憬天地一体与自然和谐的理想境界，向往以和为

贵的和谐社会。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本身就是庄子所

说的一曲天乐之声。小桥流水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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