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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人李白人生际遇对其现实诗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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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但其后半生更凭添了一种现实入世的色彩, 出现了不少现实主义的力

作,李白的现实主义诗作, 在浪漫主义诗风的背后蕴藏着如此巨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力量, 滋生的土壤是诗仙李白

复杂多变的人生际遇,使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中凸现出现实主义的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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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oet L iBai 's Realistic Style Reflec tingH is Exper 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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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 iB ai is a great rom antic poet and hew asmo re realist ic in h is rest lifew hich w as char

acterized by h is many realist ic wo rks. It was L iB ais' varied life experience thatmodif ied h isw orksw ith

rea listic spirit and produced huge pow er of crit ica l rea lism behind his romant ic poetry sty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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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诗歌的国度,写诗历史源远流长, 历

代诗人多如星辰,他们以各自的风格闪耀着光彩,在

这条诗歌星河里, 李白以其飘逸奔放直爽的风采显

得与众不同,成为古往今来无人能逾越的一座巅峰。

浪漫主义诗人, 这是公认的评价。其实对李白的看

待,综其一生来看,后半生更增添了一种现实入世的

色彩。李白诗歌现存九百多首, 内容丰富多彩。这

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 是唐

盛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真实艺术写照。

一、青年浪漫游历 形成激扬的诗风

李白 ( 701 762) ,字太白,自号青莲居士。陇西

成纪 (今甘肃秦安县附近 )人,后移居绵州昌明 (今

四川江油县 )
[ 1 ]
,是兴圣皇帝二十九代孙,其祖在隋

末因犯罪被流放到西域,唐中宗神龙初年,由西域逃

回,客居巴西 (  二十五史 !新唐书 ∀)。李白出身于

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富有的家庭, 他 #五岁诵六甲, 十

岁观百家∃。他的少年时代生长于蜀中,蜀中是道教

气氛浓郁的地方,环境对他的神仙道教信仰影响甚

大,道教影响,几乎伴随他的一生。李白一生受到了

道家、纵横家、儒家思想的影响, 其中,神仙道教信仰

在他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李白少年时代生活于

道教浓郁的蜀中之地,自然耳濡目染,后又学习了纵

横术。在他的仕途生涯中, 多次举行了入道仪式。

正因为如此,李白在相当一部分诗中表现出人生如

梦、及时行乐的思想。另外他的狂傲不拘、飘逸洒脱

的气质也来源于这样的思想基础,贺知章曾称他为

#谪仙人 ∃。李白人格的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独立不

拘,不受任何约束。这是魏晋开始以来人的觉醒发

展到巅峰的产物,是盛唐精神高度升华的产物。

少年时期的李白, 涉世未深,家乡多名山大川,

道教风炙,侠士之多,剑术之盛对他成长为一位浪漫

主义诗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向往仙道,渴盼出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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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位生性豪放不羁而又一腔热血的少年有极大的

吸引力。特别是当时的蜀中还是一个任侠风气甚炽

的地方,侠士们豪荡的风范, 浪漫的生活方式,更增

长了李白浪漫的气度。豪侠杀人可以不负责任, 恣

意纵横,快意恩仇正是少年人神往的境界。所以,历

来的资料均有这样的记载: 好任侠, 喜剑术, 好纵横

之术
[ 2]
。这种游侠思想使他重诺轻物,轻视传统,养

成一种傲岸不屈和豪纵旷放的性格。这种性格伴其

一生。在其诗中多有流露,如: #托身白刀里,杀人红

尘中∃ (  白马行 ∀) ; #纵死侠骨香, 不惭世上英 ∃
(  侠客行∀ );

同时,这一时期充裕的时间,无有负累的单身生

活,又给了李白漫游蜀中名山的大好机会。正是这

些漫游生活的历练,把李白浪漫而富于幻想的性情

打造得更趋成型。在此期间,李白也曾往来旁郡,游

剑阁、梓州、成都等地。如这一时期的  蜀道难 ∀:

#噫吁戏,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上有
六龙回日之高标, 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 3 ]气魄宏

伟,富于想象,充满浪漫色彩。他的这种 #浮四海横

八荒∃的游历生活,对他的创作起着巨大的影响。自

然山水的奇、险、怪、骇之状, 是李白心目中自然之

奇,人生之险的象征,其惊、叹、赞、羡、真、幻、虚、实,

是李白在自然探险中所经历的情绪波澜, 主体已融

入客体,内情亦化为外象。他透过山水倾吐对自由

的向往。大自然中倚天欲倾的峭壁, 九天悬落的瀑

布、汹涌澎湃的江河, 则使他体验到纵横驰骋,舒卷

自如的自由意识的满足, 鼓荡起他狂热的激情和不

可遏止的创造力: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  将进
酒∀ ) [ 4]。在诗中,峰峦挺拔耸峙的伟岸, 昭示着独

立和自尊的威严,李白笔下的山水, 是经过其精神打

造的人格化的自然。是自然赋予诗人睥睨世俗, 傲

视权威的能量和气势,他的浪漫豪放飘逸来自于山

水带给他的启示。

在 42岁之前的李白,思想比较复杂,儒、道、侠

兼有。他最初的读书生活,纵横之术的学习,是为了

追求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这是他一生热烈追求治

国安民的政治思想的基础。但这一时期的李白, 对

入世做官并无太多兴趣,  新唐书∀有记载:州中荐举

李白参加有道科考试,他未响应。主要原因是道、侠

思想起支配作用,他向往绝对的自由,厌恶污浊的官

场 把权贵们视为粪土 特别是游侠生活令李白兴奋

不已。 #游江陵、泛洞庭、登庐山、下扬州,后以湖北

安陆为中心,西入长安, 东游梁、宋、齐、鲁。∃ [ 5]
在此

后的十几年间, 遍览祖国山川, 广交朋友,创作了许

多抒写怀抱,赞美山水风光、表达真挚友情的浪漫诗

歌。如: #两人对酌山花开, 一杯一杯复一杯∃ (  山

中与幽人对酌∀ ),又如 望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

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

落九天。∃李白诗歌的意象发想无端,去也无迹,随风

变灭,又如天马行空, 任意驰骋,想象丰富,夸张大

胆,善于运用神话传说,结构自由活泼,情感起伏变

幻,却又充分显示了浪漫色彩。

二、中年仕途坎坷 创作风格转变

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 狂放不羁, 才气横淌,诗

名日高。天宝元年, 李白南行入会稽, 同吴筠亲善,

吴筠被皇帝征召进京, 所以李白也跟着到了长安。

但是他到长安来,不是让大家承认其文学的成就,而

是要获得政治身份的认同,要得到政治家的重用,这

对李白来说是最重要的。到长安后, 李白去见贺知

章,贺见其诗文后, 感叹道: #你, 是谪居世间的仙

人! ∃ [ 6]
贺知章向玄宗介绍李白,玄宗看了李白的诗

赋,对其十分欣赏,下诏让他当翰林院供奉, 职务是

草拟文告,陪侍皇帝左右。但这与李白的愿望相违,

以李白的雄心壮志与傲然不屈的个性,无论如何也

不会安于翰林待诏这个位置,安于侍从文人这样一

个角色,他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宰辅之臣,发挥其政治

作用,从而对唐王朝的政治产生影响。而这,却是他

这个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的职位永远无法实现的,

这是李白深层的矛盾与痛苦。然而李白在进入长安

之前也有矛盾与痛苦,那就是想获得政治机遇,他曾

想走终南捷径以出仕, 也曾投赠诗文,拜谒地方长

官,希望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是不得其门而入。现在

的李白也有矛盾与痛苦, 那就是貌似获得了空前的

政治机遇,但是尘埃落定之后才发现,虽然已经与玄

宗有了亲近的接触, 但是他所获得的并不是重大的

政治机遇,玄宗皇帝只是将他看做一个舞文弄墨的

诗文供奉而已。

对于李白来讲, 他毕生的最高追求就是要在政

治上获得极大的成功,获得高度的认同,就是要做辅

佐君王的宰辅之臣,为天下黎民苍生排遣忧愁,如果

这个目的达不到,即便是见到了皇帝,依然是失败的

人生。在李白的内心世界里 整个大唐就是为他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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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鸿图大志预备的,就像孟子所说的: #夫欲平治天

下,舍我其谁? ∃[ 7] (  孟子 !公孙丑下∀ )这种纵横天

下当仁不让的霸王气度, 是盛唐时代锻造出来的性

格,是时代精神的象征与代表,并非一般庸常文人所

能望其项背的, 这恰恰是李白的魅力所在。他要表

达他的失望,表达他的不满,在现实与诗书治国的理

想相差甚远时,他常常饮酒游乐,过着放纵的生活。

在政治上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的同进, 另一种

情绪就不可遏制地涌现出来。毕竟, 伴随李白进入

长安的,除了那个意气蓬勃, 抱负远大、具有政治幻

想的李白之外,还有一个目空一切、孤傲自赏、具有

极高文学天才的李白,当政治幻想破灭之后,文学的

意气就伴随着酒气不可遏制地宣泄出来。于是一个

恶性循环开始形成:当李白郁郁不得志,就去借酒浇

愁,酒力尤且不足以浇愁, 就会付诸诗文大发牢骚,

所以有了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狂

放名句。这是对现实不满的反抗抵触渲泄。

李白傲视群小的个性,让高力士脱靴子之事,终

于让他遭到致命的打击,使傲岸不屈的李白,不得不

在天宝三年自请还山,历史称为 #赐金放还∃。[ 8]
他

的第一次从政活动彻底失败了,他怀抱理想四处奔

走,遇到的是嘲笑和冷漠,感到压抑和幻灭。一种怀

才不遇、愤世疾俗的情绪不断地从他的诗里流露出

来。如: #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 (  赠蔡山人∀ ),
痛苦的人生体验通过个人的主观感受强烈地呼喊出

来,所以在  行路难 ∀(其一 )中诗人 #欲渡黄河冰寒

川,将上太行雪满山 ∃, 痛感人生之艰难,世事险恶,

其实这是对当时唐王朝朝廷内部腐朽黑暗勾心斗角

的抨击。这种对现实的揭露不像杜甫那样低怨衷

愁,而是千转百回,迂回不屈, 化为倔强的强音, 如

 宣州谢眺楼饯别楼书叔云∀中直抒胸怀 #弃我去

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三年的翰林生活使李白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

化,对玄宗后期的政治黑暗与腐朽有了清醒的认识,

明白此时的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 他的政治理想

和当时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胸中淤积了

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愤懑。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飞

跃,具有了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批判, 这是李白由浪漫

转向现实的正式标志。

三、晚年命运多舛 慨叹生命遭际

在李白人生历程的最后二十年间,徜徉山水仗

剑行侠的浪漫做法趋于冷寂,诗人虽游弋太空,却是

缅怀现实的。他的飘逸,不是弃世绝尘,而是愁情难

消,故通过游仙的形式,将心别寄。中年后的李白儒

家思想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道侠观念居于下风,但始

终徘徊在心灵深处,时常跳跃出来,共同抒发诗人拯

物济世的情怀, 但这已不同于青年时期的无牵无绊

的大胆浪漫,在这些仍然雄奇豪迈的诗句背后已沾

满诗人厚重的苦闷,矛盾的郁怀, 自我个性被挤压在

狭小的规范中不能自由激荡。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典

型的积极与消极,入世与出世,求仕与隐遁等思想行

为复杂交织的诗作。宦途失意后,诗人对现实极为

不满,面对坎坷仕途发出了 #行路难,行路难, 多歧

路,今安在 ∃(  行路难∀其一 )的慨叹。他 #停杯投箸

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又坚信 #长风破浪会有
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既 #举怀消愁愁更愁 ∃,又

#明朝散发弄扁舟∃ (  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 ∀)。

这其中的原因是和现实社会的苦难遭际分不开的。

长安仕途的失败,使李白在精神上陷入了极度

的苦闷,其生活更加狂放,他常醉于酒中,在自我的

世界里进行着矛盾的斗争,他既为国家命运忧心如

焚,又为自己报国无门含恨无穷。这一时期中李白

写下了一系列反映他痛苦复杂心情的诗篇,如  梦游

天姥吟留别∀、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远别

离∀、 古朗月行∀等一系列诗,悲恨与失落交织而成

的主观情结格外地凸出。安史之乱的爆发, 让李白

看到了战乱造成人民的悲痛和国家遭受支离的哀

伤,尤当他入狱流放夜郎面对生死威胁时,其心理结

构的平衡被打破,高傲的诗人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

自信和狂放被痛苦和无奈所代替。经历人情反覆和

世故之无情后,诗人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常和痛楚,心

灵受到重创,他的人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挫

折,无情的现实造成李白心理的遽变,使其狂放和自

我的心灵遭到了冲击,他不再沉迷于自我的精神世

界里怒吼,而是多悲叹自我之无力和无情。现实对

他的身心折磨, 给诗歌也染上了一层凄凉哀伤的色

调,带有沉郁顿挫的意味。 #伯乐剪拂中道遗, 少尽

其力老弃之。园逢田子方, 恻然为我悲。虽有玉山

禾,不能疗苦饥 (  天马歌 ∀) ∃。[ 9]
浅显的诗歌语言加

上富有悲伤色彩的意象,使诗显得低沉、哀婉。

此阶段李白的内心不再是 #大道不得出 ∃的自

我迷途和徘徊, 自我的崇拜被冰冷的铁窗无情地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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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代之的是穷途之恸,含恨不已。如 江夏赠韦南

陵冰∀#人闷还心闷,苦辛长苦辛。愁来饮酒二千石,

寒灰重暖生阳春。∃ [ 10]
写出诗人流放夜郎时苦闷无

比的心情,似乎整个天地间都充满着压抑无比的气

氛,似乎只能借助于酒才能消除这愁。

四、关注现实的现实主义诗作

天宝三年李白离开长安后,于洛阳与杜甫相遇,

二人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杜甫  与李十二白

同寻范十隐居 ∀)。接着李白又 #北游燕蓟,南返梁

园,往来于宣城、金陵之间,游历山川, 练丹遁隐,狂

歌痛饮,消磨雄心∃。[ 11]
这时,怀才不遇的愤懑,傲岸

不屈的豪气,人生易老的悲叹,及时行乐的狂放, 以

及对国事的关切, 对民族的同情等复杂地交织于李

白的创作之中。使后人不但可以窥见诗人苦闷的倔

强的内心世界,也可一窥当时唐王朝日趋腐朽没落

的社会现实,这些作品至今让人们传诵: #大道如青

天,我独不得出∃ (  赠蔡山人 ∀) ; #安能摧眉折腰事
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 (  梦游天姥吟留别 ∀) ; #日

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 (  远别离 ∀) ;李

白用自己独特反映现实生活的手段, 表达自己对现

实的评价,把广阔的历史现实幻化在自己的精神世

界之中,耐人寻味。

李白的理想与追求虽然在现实中不断遭到挫

折,但他始终没有丧失信心, 放弃追求,所以他的诗

里总是激荡着一股坚定乐观的豪迈精神。诗人以情

感的起伏不止,急遽变化来显示思想的痛苦与内心

的矛盾:一方面,对朝廷的昏暗,仕途的艰难满怀不

满;另一方面,积极用世的态度,对自己才能的充分

自信、对理想的执着追求, 又使他对前途仍抱热望。

李白从其政治思想出发, 对阻碍唐代社会进步的种

种腐朽黑暗的现象和事物,予以深刻的揭露大胆的

批判。天宝年间的李唐王朝虽然尚处于强盛的顶

峰,却也潜伏着深刻的危机,朝政开始由开明转向腐

败。李白长安三年供奉翰林的生活对此有深刻的认

识和痛切的感受。如  古风 ∀二十四 ( #大车扬飞
尘∃ )即以唐玄宗宠信宦官,荒于嬉戏,腐败昏庸为题

材,通过描写宦官、斗鸡者恃宠骄恣,飞扬跋扈, 抨击

了是非颠倒、善恶不辨的污浊现实。李白一生关心

国事,希望为国立功,不满黑暗现实。他的 古风∀很
多是这方面代表作品,对唐玄宗后期政治的黑暗腐

败,广泛地进行了揭露批判,反映了贤能之士没有出

路的悲愤心情。言多讽兴, 气骨高举。李白固然迫

切要求建功立业,为国效劳, 但他并不艳羡荣华富

贵,而是认为 #钟鼓馔玉不足贵 ∃ (  将进酒∀ ), 李白
的不少诗篇,表现了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和同情。这

种诗歌内容常常结合着对统治者的批判。他的一部

分乐府诗,反映当时妇女的生活及其痛苦,其中着重

写思妇忆念征人,还写了商妇、弃妇、和宫女的怨情。

他的 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 丁都护歌∀、 秋浦歌∀

等分别描绘了农民、船夫、矿工的生活,表现了对劳

动人民的关怀。
[ 12]

天宝十四年, 爆发了 #安史之乱∃, 李白由宣城

避地剡中,不久又西上庐山,隐于屏风叠,次年冬,永

王李磷兵败被杀,李白被流放夜郎 (今贵州桐梓县 ) ,

后遇赦得归。李白亲睹李唐王朝由盛转衰, 其志在

#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

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然仕途坎坷,一代天才, 老年

偏逢战乱,目睹建功立业的 #济天下 ∃之愿化为泡影,

怎不令诗人感慨万千,特别是晚年流放夜郎,兵败之

事令诗人对黑暗的现实, 崎岖的人生不得不重新审

视。在这期间,李白的诗歌更贴近于现实,多反映时

代战乱带来的灾难,抒发渴望杀敌靖境,为国驱患的

抱负,如  古风∀十九、 永王车巡歌 ∀等,他同情百姓

疾苦,用沉重的笔触陈述他们苦难的生存状态, 如

 丁都护歌∀等。他还用辛酸的笔触表现边塞生活
的凄凉艰辛,如  战城南 ∀、 子夜吴歌∀等,如  战城

南∀中 #乌鸢啄人肠, 衔飞上挂枯树枝 ∃让人读罢心

伤。

安史之乱以后, 李白的笔触转向了对安史之乱

倒行逆施罪恶的批判,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感

情。如  古风∀十九 ( #西上莲花山∃ ),此诗大约作于

安史叛军攻陷洛阳以后。诗人通过游历仙界和俯视

人间的对比,既反映出独善与兼济的矛盾,更表现出

诗人忧国忧民的深情。诗人写幻游的神仙境界,神

奇美妙、优雅高洁,以之与黑暗现实形成鲜明对比,

表现出诗人对污浊现实的憎恶。诗人正要偕仙人

#驾鹤凌紫冥∃时,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眷念与挚爱,

又无限留恋人间,当他 #俯视洛阳川∃看到的是 #茫

茫走胡兵∃, #流血涂草野,豺狼尽冠缨 ∃ [ 13]
的战乱

惨象,字里行间流露出无比的愤恨。诗人通过仙界

与人间的对比深化了对祖国和人民关注的主题。直

到晚年李白仍 #中夜四五叹, 常为大国忧∃ (  赠江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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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太守良宰∀) ,打算入李光弼幕,参加防御安史残余

势力南侵的斗争, 这些都充分表现了浪漫主义诗人

对现实关注的情怀。诗人与现实的尖锐矛盾冲突有

时又激化为决绝的态度, 表现为鄙弃功名、鄙弃世

俗、蔑视权贵,不受名教礼法约束, 以布衣而平交王

侯的自由放逸精神, 其 梦游天姥吟留别 ∀即把这种

精神发挥得淋漓酣恣。

五、结语

李白一生不满黑暗现实,关心政治,忧虑国事,

希望建功立业。其诗多强烈抨击当时的黑暗政治,

关怀时局的安危,热爱祖国山川, 同情下层人民, 鄙

夷世俗,蔑视权贵;语言清新自然, 善于运用神话传

说,把读者带入光怪陆离的境界, 强调个人主观感

受,勇于展示自我个性,但这些雄奇、飘逸、奔放、汪

洋恣肆的诗歌背后蕴含着极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力

量,令人一读难忘,这种高度完善,炉火纯青的境界,

后世无人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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