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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terature image of “Fisherman and Woodsman” is enriched with spiritual connotation in earlier literary works. Specifically, the image implies many life values and philosophical wisdom, such
as freedom,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moral and utility, chivalry and chastity, caring for life, and
se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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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文学形象的“渔樵”，在早期的文学作品当中所表现的精神内涵非常丰富。具体来说，包括自由精
神、独立人格、道德事功、侠义节烈、生命观照和隐逸情怀等价值观念和哲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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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渔、樵，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人，这是自古就有的。《毛诗》有“钓”无“渔”，
“樵”仅一见(《小雅·白华》：“樵彼桑薪，印烘于堪。维彼硕人，实劳我心。”[1]以樵薪兴忧劳之慨)。
《楚辞》有“采”无“樵”，有“渔”有“钓”。《楚辞》中的“渔樵”活动明显多于《诗经》，这可
能与诗、骚所分别代表的北方农耕文化与南方渔樵文化有关。而后的《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
中的“渔父”形象则为士人心目中圣贤之外的另一种人格典型。从此渔樵成为了隐逸文学中频频出现的
一种象征性符号。其实关于“渔樵”在早期的文学作品当中所表现的人格形象很丰富，但是目前对于“渔
樵”精神内涵的研究多致力于隐逸思想。而对“渔樵”形象所体现出来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道德事
功、侠义节烈、生命观照等价值观念和哲理智慧却很少被论及。下面笔者将对“渔樵”艺术原型进行逐
一论述。

2. 先说渔父
2.1. 吕尚
《战国策·秦三》：“(范唯谓秦王曰)臣闻始时吕尚之遇文王也，身为渔父而钓于渭阳之滨耳。”[2]
《史记·齐太公世家》：“吕尚盖尝穷困，以渔钓奸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3]《韩
诗外传》卷八：“太公望少为人婿，老而见去，屠牛朝歌，钓于磻溪，文王举而用之，封于齐。”[4]无
论是隐于海滨、屠牛朝歌，还是垂钓渭水，说明发迹之前的吕尚是一个隐逸之士，他主要扮演的还是一
个潜修待时的渔父角色。这似乎是渔父形象的最早原型了。

2.2. 范蠡
范蠡是一个不恋功名，激流勇退，善于审时度势，全身安命的智者。《国语·越语下》记载他辅佐
越王勾践灭吴之后，毅然决然地抛弃高官厚禄，“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5]《史记·货
殖列传》：“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易姓名。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
陶朱公。”[3]又《越王勾践世家》：“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文)种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
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3]范蠡是一个明智之士，他对
专制君主的本质是洞若观火的。因此，他要明哲保身，乘扁舟，浮五湖，首先显示的是渔父的形象；至
于适齐，躬耕发财；之陶，经商致富，那是后来的事。李商隐《安定城楼》诗：“永忆江湖归白发，欲
回天地入扁舟。”即用范蠡之典。范蠡亦可视为渔父形象的原型之一。

2.3. 庄子
庄子出身贫寒，曾借粟度日，还一度遭到曹商的讥讽：“夫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
商之所短也”(《庄子·列御寇》) [6]。后来“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
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
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
曳尾于涂中’”(《庄子·秋水》) [6]。这是一个多么似曾相识的场景——当年渭水边上八十多岁的姜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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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以渔钓奸周西伯”，他成功了，而比姜太公年轻得多的庄子，此时面临着楚国相位的诱惑却“持竿
不顾”。他那么不经意地就推掉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看来他是真心真意地在钓鱼，他看重的是濮水的清
波而非身后的权势。这是一个超凡绝俗的渔父。

2.4. 《庄子·渔父》中的渔父
庄子还在《渔父篇》中写了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代表道家思想的渔父，另一个是代表儒家思想的
孔子。“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6]，曲未及半，来了一位渔
父若有所思地听曲，听完后，招呼子路、子贡问孔子其人其事。二徒据实以告，渔父批评孔子“苦心劳
形以危其真”，孔子赶来问道，渔父于是对他发了一大篇议论，认为孔子“擅饰礼乐，选人伦”，太多
事了，是为“八疵”、“四患”之人。表明了自己“法天贵真”的观点，劝导孔子“谨修而身，慎守其
真，还以物与人”。他认为“真”是人受自于天的禀性，“真者，精诚之至也”，“真悲无声而哀，真
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而孔子所谓的“仁义之间”、“同异之际”、“动静之变”、“适与之
度”、“好恶之情”、“喜怒之节”则都是假的，是违反人的真性的。而孔子“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
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以致落得“再逐于鲁，消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菜”，狼狈不堪。渔
父主张人应“法天贵真，不拘于俗”，顺应自然。

2.5. 《楚辞·渔父》中的渔父
《楚辞·渔父》叙述了屈原遭流放后，形容枯槁，游于江潭，行吟泽畔，忽见渔父的情景，表达了
他“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的悲愤和不平，而渔父对之以“沧浪之水清兮可以
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之言。这位渔父是参透人生、超脱旷达的，他既老练圆滑又雍容大
度，有着生存的智慧，洞察一切。屈原是直道而行，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渔父则是与世推移，曲道
微行，因而左右逢源，悠然自得。

2.6. 伍子胥与渔父的故事
伍子胥的性命曾被一位渔父所救。《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
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百金。’
以与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伍万石、爵执硅。岂徒百金剑邪？’不受。”[3]《吴越春秋·王
僚使公子光传》对此事有着更为戏剧性的描述：“(伍胥)与胜行去，追者在后，几不得脱。至江，江中有
渔父，乘船从下方溯水而上。子胥呼之，谓曰：‘渔父渡我！’如是者再。渔父欲渡之，适会旁有人窥
之，因而歌曰：‘明月昭昭乎寝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子胥即止芦之漪。渔父又歌曰：日己夕兮予
心忧悲，月己驰兮何不渡为？事寖急兮当奈何？’子胥入船，渔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浔之津。子胥既
渡。渔父乃视之，有饥色，乃谓曰：‘子俟我此树下，为子取饷。’渔父去后，子胥疑之，乃潜身于深
苇之中。有顷，父来持麦饭、鲍鱼羹、盎浆。求之树下，不见，因歌而呼之曰：‘芦中人，芦中人，岂
非穷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芦中而应。渔父曰：‘吾见子有饥色，为子取饷。子何嫌哉？’子胥
曰：‘性命属天，今属丈人，岂敢有嫌哉？’二人饮食毕。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剑以与渔者，‘此吾前
君之剑，中有七星，价直百金，以此相答。’渔父曰：‘吾闻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
圭。岂图取百金之剑乎？’遂辞不受。谓子胥日：‘子急去勿留，且为楚所得。’子青曰：‘请丈人姓
字？’渔父曰：‘今日凶凶，两贼相逢。吾所谓渡楚贼也。两贼相得，得形于默，何用姓字为？子为芦
中人，吾为渔丈人，富贵莫相忘也。’子胥曰诺。既去，诫渔父曰：‘掩子之盎浆，无令其露。’渔父
诺。子胥行数步，顾视。渔者己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7]这位渔父扶危济困、重诺轻身的侠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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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在后世文学中被反复歌咏。

2.7. 严子陵
东汉严光，字子陵，他的事迹首见于晋皇甫谧《高士传》，少曾与光武帝刘秀同游学。刘秀称帝后，
严子陵变姓名隐盾。刘秀遣人寻访，并受谏议大夫一职，子陵拒不受，身披羊裘到七里滩隐居垂钓。在
《后汉书·逸民列传》里还记载了严光沮侯霸、避光武、作“客星”的故事。这些故事历来为人所津津
乐道。他钟情山水、不愿出山做官，但在具体处理过程中还是采取一种积极的合作态度，他进了城而且
进入皇宫和光武帝长谈。当然对于光武帝笼络人心为其服务的政治目的，严子陵是清楚的，作为中兴之
主刘秀的雄才大略他也是洞察的，所以他用特殊的方式来支持光武帝。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曾为其写
《严先生祠堂记》赞誉他“云山苍苍，江水映涣，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3. 再谈樵夫
3.1. 许由、巢父
《庄子·让王》篇云：“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6]晋皇甫谧《高士传》则据此进一步渲染
说：“许由，字武仲。尧闻，致天下而让焉。乃退而遁于中岳颖水之阳、箕山之下隐。尧又召为九州长，
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颖水之滨。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间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
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
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8]又提到巢父：“(巢父)尧时隐人，年老，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故人号
为巢父。”[8]许由、巢父隐箕山，“或山而樵”(韩愈《送董邵南序》)。故巢、由应为樵夫之最初原型。
岑参《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人》诗云：“滩上思严子, 山中忆许由。”卢象《家叔征君东溪草
堂二首》其二：“水深严子钓，松挂巢父衣。”皆将东汉隐士严子陵与巢、由对举，耐人寻味。严光“钓
泽中”，是渔父；巢、由隐箕山，为樵夫，其共同点是“逃隐”。

3.2. 伯夷、叔齐
《史记·伯夷列传》记载：“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
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
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
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
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
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3]伯夷、叔齐互相谦让都不愿接受王位，在逃隐途中见到武
王伐纣，谏止未果，则义不食周粟，隐首阳山采薇而食，这是忠义节烈的典范。伯夷、叔齐，亦可视为
樵夫之艺术原型。

3.3. 介之推
介之推的故事在《左传·禧公二十四年》及《史记·晋世家》中都有记载。介之推为晋文公侍臣，
从文公流亡十九年。文公回国后，“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
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
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
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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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
如是乎？与汝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地名)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9]。介之推藐视富贵、正气凛然，不求荣华显达，不贪功好利的形象跃然纸
上。杜甫《北游》诗云：“之推避赏从，渔父濯沧浪。”之推与渔父对举，就是樵夫与渔父并称。故介
之推亦为樵夫原型之一。

3.4. 朱买臣
朱买臣发迹之前是个不折不扣的樵夫。《汉书·朱买臣传》载：“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
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道中，买臣
愈益疾歌。妻羞之，请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10]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经同乡
严助举荐，入朝为中大夫。后拜会稽太守、主爵都尉。唐骆宾王《畴昔篇》云：“垂钓甘成白首翁，负
薪何处逢知己。”元大诉《颜晖<耕牧渔樵图>》诗：“渭滨之叟非熊罴，买臣五十印累累。”两首诗首
句皆指吕尚，次句均咏买臣。渔樵对举，点明二人发迹前的身份。这朱买臣也是樵夫原型之一。

3.5. 庞公
关于庞公的事迹，在《襄阳记》和《后汉书·逸民列传》中都有描述。《襄阳记》中他叫做庞德公，
《后汉书·逸民列传》中则称为庞公。庞公为襄阳人，先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市。后携妻子隐居鹿门
山，因采药不反。
“躬耕田里，夫妻相待如宾，休息则正巾端坐琴书自娱，睹其貌者肃如也”(《后汉书·逸
民列传》) [11]。荆州牧刘表久闻其名，数次派人请他出来做官，庞公都不去。刘表便亲自前往拜访。当
时庞公正在田间耕作，刘表也没有摆什么官架子，直接在田边就和庞公谈了起来。这两段对话颇有意思：
“刘表问：‘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
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11]
所谓人各有志，“保全天下”非庞公之愿，自得其乐才是他的追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庞公远离红尘
的那种超脱。最终，庞公自己也是“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11]完成并实现了自己的追求和
理想。刘表心有不甘，接着又问：“‘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
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11]庞公的这番话耐人寻味。唐张渭《读
<后汉书·逸人传>二首》，其一咏严光，其二咏庞公。诗云：“不见鹿门山，朝朝白云飞。采药复采樵，
优游终暮齿。”所谓“邦无道则隐”，庞德公带着满腹经纶而隐居山林，不求闻达于诸侯，逍遥于山水
之间，忘情于阡陌之中，做了一个潇洒的樵夫，自得其乐，也算是一种另类的精彩人生吧。

3.6. 王质
任昉《述异记》卷上：“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
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烂尽。既归，无
复时人。”[12]樵夫观棋烂柯的传说为东晋以还的常谈，樵夫形象也因与神仙结缘的关系而于朴质厚重外
别具清逸之气。生命不朽是每个人的梦想，后世诗人将此梦想表现于诗中，以樵夫烂柯的传说表达人、
仙殊途的生命感慨，为樵夫形象增添了慕仙出世的内涵。

4. 小结
以上追溯渔、樵形象之最初原型。这些原型已经凝定为人所共知的典故。吕尚渭滨垂钓，于柔顺退
避的外相中蕴含着刚健有为的骨质，符合传统士人内敛刚健、潜修待时的人格追求；范蠡泛舟五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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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成不居、激流勇退，善于审时度势，全身安命的智者典范；庄子濮水垂钓，是追求自由精神，视权贵
为粪土，超凡脱俗的高士圣人；杏坛渔父，是主张息机绝虑，全性保真的代表；高唱《孺子歌》的渔父，
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以物命之必然为应世之当然的，顺其自然，悠然自得；救伍子胥于危难的渔
父，是扶危济困、行侠仗义、义薄云天、重诺轻身的化身；严子陵垂钓七里滩，他狂狷高洁，钟情山水，
不愿做官，自由洒脱，追求独立人格；许由、巢父隐箕山，“或山而樵”(韩愈《送董邵南序》)，“辞尧
天下，抱朴隐形”，“栖迟高山，与世靡争”(潘岳《许由颂》)；伯夷、叔齐隐首阳山，他们不为王位相
争而相让，淡泊名利，节操高尚。后谏止武王伐纣未果，义不食周粟，其忠义节烈之心，可表日月。介
之推不言禄，藐视富贵、正气凛然，不求荣华显达，不贪功好利；朱买臣困采樵，他樵薪自给，吟咏且
行，遭妻嫌弃，但继续苦读，终于从寒门升至天子近臣，是寒门士子们共同的心里寄托；庞公满腹经纶
而隐居山林，不求闻达于诸侯，逍遥于山水之间，自得其乐。“渔樵”在早期的文学作品当中所表现的
人格形象是如此丰富，如果我们单单只是把“渔樵”形象归为隐逸文学中的象征符号，恐怕有太多生动、
丰富、多元的精神内蕴会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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