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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天材观与庄子无用论
——《将进酒》补释
查屏球
(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

摘

要：关于李白《将进酒 》主旨，注家自来即有争议。此事又关涉到本诗具体的写作

背景与写作时间的考辨。本文由李白与元丹丘、岑勋交往之事、《河岳英灵集》成书时间以及
玄宗天宝年间炼丹活动与嵩山关系对本诗写作时间再作具体推断，拟定为作于开元之末。又，
本文着重依据李白道教徒的思想立场，对本诗“天生我材必有用 ”一句重新诠释，论证天生
之材是天然之材，而非天生之高才。
关键词：《将进酒》 写作时间

异文流传

无用之用

李白《将进酒》是众人耳熟能详的名篇，但其中有些基本问题仍有模糊之处，有待细解。如，元人
萧士赟曰：
“此篇虽似任达放浪，然太白素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亦自慰解之词耳。”b 他认为本诗主题
是以任达放浪之言慰解怀才不遇之痛。此后解家多从此说。清人王琦言：“一作《惜空酒樽 》，《宋书 》：
‘汉鼓吹铙歌十八曲，有《将进酒》曲。’《乐府诗集》《将进酒古词》云：
‘将进酒，乘大白。’大略以饮
酒放歌为言。宋何承天《将进酒》篇曰：
‘将进酒，庆三朝，备繁礼，荐佳肴。’则言朝会进酒，且以濡
首荒志为戒。若梁昭明太子云‘洛阳轻薄子 ’，但叙游乐饮酒而已。”c 王琦依其与古题乐府的关系，认
定本诗主题类似于一篇“酒徒颂”，与萧略有不同。这一区别关涉到对本诗本事、文本以及用典的理解，
以下稍加分析，重点是从用典角度重释本诗主题。

作者信息：查屏球，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Email: sinology1215@126.com.

b 杨齐贤集注，萧士赟补注，郭云鹏校刻《四部丛刊初编集部·李太白诗文》，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第 77 页。
c [唐] 李白著，[清] 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 1957 年版，第 231 页。

南洋中华文学与文化学报

129

2022 年 5 月

一、写作时间与地点
诗中并没有指明时间与地点，殷璠《河岳英灵集》收录了本诗，由《河岳英灵集序》言：“此集即
以‘河岳英灵 ’为称。诗一百七十首，分为上下卷。起甲寅（开元二年（714）），终乙酉（天宝四载
（745））a。”据此可推定本诗应是天宝四载之前写成的。社科院文研所《唐诗选》认为本篇大约作于出翰
林赐金放还以后，理由是如此豪饮，当有“赐金”在手。李白于天宝三载春离京，本诗即可能作于天宝
三载三月至天宝四载这段时间。李白离京后，由商洛至洛阳，再至陈留，又由往齐州入道，再逗留于
梁宋，与高适、杜甫交往。这一段时间多活动于黄河沿岸，这与诗首言黄河之状也相合。但是，郁贤
皓、安旗二先生却以为写于开元二十三年。根据是诗中“丹丘生、岑夫子”两人行迹，由其他涉及到二
人诗看，李白与此二人的聚合只能是在开元二十三年。笔者认为这一理由是充足的，但认为具体时间
还难确定。李白与元、岑二人交往时间颇长，尤其是与元丹邱，自少相识直至晚年关系仍很密切，交
往长达四十年，涉及到他诗文有十余篇，以下将相关作品列出，推断元丹邱活动轨迹，从中寻绎与李
白《将进酒》的相合处。
魏颢《李翰林集序 》：“白久居峨眉，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b 李白、元丹
邱、玉真公主都是峨眉道教中的同学。【他们极有可能相识于李白十八岁离家在峨眉学道时。】
李白《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
“弱龄接光景，矫翼攀鸿鸾。投分三十载，荣枯同所
欢。
”c【诗作天宝年间，元林宗即元丹丘，李白自叙少年时即与之交往，至写诗时（天宝中）已交往
三十年。
】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 》：“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
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
洞澈，句句动人。’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d【李白在三十岁时写的，所叙应是三十岁之前的事，
其元丹邱作为自己的证人，足见关系之密切。】
李白《汉东紫阳先生碑铭 》：“天宝初，威仪元丹丘道门龙凤，厚礼致屈，传箓于嵩山。……
予与紫阳神交，饱餐素论，十得其九。弟子元丹丘等咸思鸾凤之羽仪，想珠玉之云气。洒扫松月，
载扬仙风。篆石颂德，与兹山不朽。”e【李白与元丹邱也都是隋州仙城道士胡紫阳的学生。天宝初
元丹邱在嵩山主事道观，仍请胡紫阳传道。】
李白《以诗代书答元丹丘 》：“青鸟海上来，今朝发何处？口衔云锦字，与我忽飞去。鸟去凌
紫烟，书留绮窗前。开缄方一笑，乃是故人传。故人深相勗，忆我劳心曲。离居在咸阳，三见秦

a 今流行本作：“ 此集便以‘河岳英灵 ’为号，诗二百三十四首，分为上中下巻，起甲寅，终癸巳（天宝
十二载（753））。” 此处取自《文苑英华》卷七百十二所录。
b [唐] 李白著，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102 页。
c 《李白集校注》，第 789 页。
d 《李白集校注》，第 1825 页。
e 《李白集校注》，第 20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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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绿。置书双袂间，引领不暂闲。长望杳难见，浮云横远山。”a【诗作于李白第一次到长安，时在
开元二十年（732）。
“三见秦草绿”不应指第二次天宝元年入京事，那次秋天入京，隔一年春离开，
仅二见秦地春草。】
李白《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
转秦地雷。荣光休气纷五彩，千年一清圣人在。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三峰却立如
欲摧，翠崖丹谷高掌开。白帝金精运元气，石作莲花云作台。云台阁道连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
明星玉女备洒扫，麻姑搔背指爪轻。我皇手把天地户，丹丘谈天与天语。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求
蓬莱复西归。玉浆倘惠故人饮，骑二茅龙上天飞。”b【一上长安后离京时与元丹邱话别，时在开元
二十一年后。】
李白《题元丹丘颖阳山居并序 》云：“丹丘家于颖阳，新卜别业，其地北倚马岭，连峰嵩丘，
南瞻鹿台，极目汝海。云岩映郁，有佳致焉。白从之游，故有此作。”“仙游渡颍水，访隐同元君。
忽遗苍生望；独与洪崖群。卜地初晦迹；兴言且成文。却顾北山断；前瞻南岭分。遥通汝海月；不
隔嵩丘云。之子合逸趣；而我钦清芬。举迹倚松石；谈笑迷朝曛。益愿狎青鸟，拂衣栖江濆。”c【元
丹邱约于开元十六年左右，居家颖阳，李白多次造访。】
李白《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并序》：
“白久在庐霍，元公近游嵩山，故交深情，出处无间。岩
信频及，许为主人。欣然适会本意，当冀长往不返，欲便举家就之，兼书共游，因有此赠。”
“故人
契嵩颖；高义炳丹雘。灭迹遗纷嚣；终言本峰壑。自矜林湍好；不羡市朝乐。偶与真意并；顿觉世
情薄。尔能折芳桂；吾亦采兰若。拙妻好乘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d【元丹邱
于开元二十年左右又移居嵩山，李白曾携妻女来访。】
李白《元丹丘歌》：
“元丹丘，爱神仙。朝饮颍川之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常周旋。
长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我知尔游心无穷。”e
李白《题元丹丘山居》：“故人栖东山，自爱丘壑美。青春卧空林，白日犹不起。松风清襟袖；
石潭洗心耳。羡君无纷喧，高枕碧霞里。”f
李白《观元丹丘坐巫山屏风 》：“昔游三峡见巫山，见画巫山宛相似。疑是天边十二峰，飞入
君家彩屏里。寒松萧飒如有声，阳台微茫如有情。锦衾瑶席何寂寂；楚王神女徒盈盈。高咫尺，如
千里，翠屏丹崖粲如绮。苍苍远树围荆门，历历行舟泛巴水。水石潺湲万壑分，烟光草色俱氲氛。
溪花笑日何年发？江客听猿几岁闻？使人对此心缅邈，疑入高丘梦彩云。”g【三诗同时，约于开元

a 《李白集校注》，第 1308 页。
b 《李白集校注》，第 583-584 页。
c 《李白集校注》，第 1693-1694 页。
d 《李白集校注》，第 1700-1701 页。
e 《李白集校注》，第 588 页。
f 《李白集校注》，第 1693 页。
g 《李白集校注》，第 16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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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李白初到嵩山元丹丘居处。】a
李白《酬岑勋见寻就元丹丘对酒相待以诗见招》：
“黄鹤东南来，寄书写心曲。倚松开其缄，忆
我肠断续。不以千里遥，命驾来相招。中逢元丹丘，登岭宴碧霄。对酒忽思我，长啸临清飙。蹇余
未相知，茫茫绿云垂。俄然素书及，解此长渴饥。策马望山月，途穷造阶墀。喜兹一会面，若睹琼
树枝。忆君我远来，我欢方速至。开颜酌美酒，乐极忽成醉。我情既不浅，君意方亦深。相知两相
得，一顾轻千金。且向山客笑，与君论素心。
”b【信来自东南，迎接李白，中途遇元丹邱，最大的
可能是李白在华山一带，自言“策马”应是在旅途中，元丹邱在嵩山，岑勋在东南某处活动。这应
是开元二十五年左右的事。
】
李白《颍阳别元丹丘之淮阳 》：“吾将元夫子，异姓为天伦。本无轩裳契；素以烟霞亲。尝恨
迫世网，铭意俱未伸。松柏虽寒苦，羞逐桃李春。悠悠市朝间，玉颜日缁磷。所共重山岳，所得
轻埃尘。精魄渐芜秽，衰老相凭因。我有锦囊诀，可以持君身。当餐黄金药，去为紫阳宾。万事
难并立，百年犹崇晨。别尔东南去，悠悠多悲辛。前志庶不易，远途期所遵。已矣归去来，白云
飞天津。”c【诗言衰老，应是天宝年间事，可能是天宝三载离京途中。】
《玉真公主朝谒谯郡真源宫受道王屋山灵坛祥应记》有言“西京大昭成观□□□威仪臣元丹丘
奉救修口建”，“有唐天宝之二载也。”d【天宝二载元丹邱在长安大昭成观为威仪，李白与之同城。】
李白《闻丹丘子于城北山营石门幽居中有高凤遗迹仆离群远怀亦有栖遁之志因叙旧以赠之 》：
“春华沧江月；秋色碧海云。离居盈寒暑，对此长思君。思君楚水南；望君淮山北。梦魂虽飞来，
会面不可得。畴昔在嵩阳，同衾卧羲皇。绿萝笑簪绂；丹壑贱岩廊。晚途各分析，乘兴任所适。仆
在雁门关；君为峨嵋客。心悬万里外；影滞两乡隔。长剑复归来，相逢洛阳陌。陌上何喧喧！都令
心意烦。迷津觉路失；托势随风翻。以兹谢朝列，长啸归故园。故园恣闲逸，求古散缥帙。久欲入
名山，婚娶殊未毕。人生信多故，世事岂惟一？念此忧如焚，怅然若有失。闻君卧石门，宿昔契
弥敦。方从桂树隐；不羡桃花源。高风起遐旷，幽人迹复存。松风清瑶瑟；溪月湛芳樽。安居偶佳
赏，丹心期此论。”e【天宝五载元丹邱移居石门，李白在江南得知其事。】
李白《寻高凤石门山中元丹丘 》：“寻幽无前期，乘兴不觉远。苍崖渺难涉，白日忽欲晚。未
穷三四山；已历千万转。寂寂闻猿愁；行行见云收。高松来好月；空谷宜清秋。溪深古雪在；石断

a 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忆昔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我向淮南攀桂枝，君留洛北
愁梦思。”“银鞍金络到平地，汉东太守来相迎。紫阳之真人，邀我吹玉笙。”“余既还山寻故巢，君亦归家度
渭桥。”“五月相呼渡太行，摧轮不道羊肠苦，行来北凉岁月深，感君贵义轻黄金。
”“此时行乐难再遇，西游
因献长杨赋。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渭桥南头一遇君；酂台之北又离群。”见《李白集校注 》，
第 998-1003 页。【由诗中叙及李白行迹看，李白于嵩山见元丹邱很可能是在北上太原一上长安回来之时，即
开元二十一年春夏。北上是十八年，岁月底之时到太原，次年春离开入长安，隔一年春离开长安到过嵩山。】
b 《李白集校注》，第 1318-1319 页。
c 《李白集校注》，第 1082-1083 页。
d [清] 陆耀遹辑《金石续编 》卷五，《续修四库全书 》第 893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65，571 页。
e 《李白集校注》，第 990-9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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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泉流。峰峦秀中天，登眺不可尽。丹丘遥相呼，顾我忽而哂，遂造穷谷间，始知静者闲。留欢
达永夜，清晓方言还。”a
李白《邺中赠王大（一作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
“一身竟无托，远与孤蓬征。千里
失所依，复将落叶并。中途偶良朋，问我将何行。欲献济时策，此心谁见明？君王制六合，海塞
无交兵。壮士伏草间，沉忧乱纵横。飘飘不得意，昨发南都城。紫燕枥上嘶；青萍匣中鸣。投躯寄
天下，长啸寻豪英。耻学琅琊人，龙蟠事躬耕。富贵吾自取，建功及春荣。我愿执尔手，尔方达
我情。相知同一己，岂惟弟与兄？抱子弄白云，琴歌发清声。临别意难尽，各希存令名。”b【李白
离开元丹邱处北上安阳，时在天宝八载左右，天宝年间元丹邱石门山幽居已成为文人集会场所。】
由上材料看，李白与元丹邱、岑勋在黄河边的聚合，大致是在开元十八年（730）一上长安后至天宝元
年（742）进京见玄宗之间，即李白三十岁至四十二岁之间。李白富商家庭出生，一生不差钱，五花马、
千金裘之类或是他的夸张之语，但也未必不是他生活实情。又“呼儿将出换美酒”表明，其子应在十岁
左右了，李白约在开元十五年（727）二十七岁时成家，先有女后有子，二个孩子相隔三岁以上，设定
其子生于开元二十年（732）即他三十五岁左右，能持物换酒的儿子只能开元二十八、九年时。可作为
参照的是《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 》，其开头“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
涡毂转秦地雷。”与《将进酒》近似，应出于同一时期的艺术思维。

二、异文辨析
本诗在李白在世时即已流传，天宝十二载编成的殷璠《河岳英灵集 》即录有此诗，现存的敦煌文
献中也发现多种抄本，唐代书籍流传仍处在抄写
时代，文本的不统一不稳定是抄写文本的特征之
一，本诗在流传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异文。要解读
本诗，这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通过敦煌抄卷与
现行本对校，可发现以下几点：
其一，将相关异文对校可见，抄卷异文多
有更趋通俗与口语化：
P.2567 S.2049 P.2544

惜樽空今作《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床头今作“高堂 ”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云〔丝 〕
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吾徒有俊材今作“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第 1565 页。杜甫《玄都坛歌寄元逸人 》：“故人昔隐东蒙峰，已佩含景苍精龙。故人今居
a 《李白集校注 》
子午谷，独在阴崖结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坛，青石漠漠常风寒。子规夜啼山竹裂，王母昼下云旗翻。知君此
计诚长往，芝草琅玕日应长。铁锁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萧爽。”见 [唐] 杜甫著，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
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1 页。由此看，天宝十载后，元丹邱又可能移居到长安子午谷。
b 《李白集校注》，第 768-7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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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今本此处多“进酒君莫停 ”句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
耳听。钟鼓玉帛岂今作“馔玉不 ”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古来圣贤皆死尽〔寂寞 〕，唯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
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将进酒》是乐府歌行，当时是可依乐吟唱的，这些口语化、通俗化的用词，如“床头”
“青云”
“死尽”
这些异文显然是在传唱过程为歌者俗化或简化的。
其二，在抄印转化过程中，这些异文已为印家关注。
本诗最早出现于《河岳英灵集 》《文苑英华 》《唐文粹 》及
宋本《李太白集 》皆有相关异文校记。如《文苑英华 》卷
一百九十五：

将进酒一作惜空樽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髙
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云一作丝暮成雪。人生得意湏尽欢，莫使
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一作我身必有材，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一作君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
为我倾耳听。钟鼎玉帛岂足贵一作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一作用醒，古来贤圣皆死尽一作圣贤皆寂寥，惟
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日一作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用一作为言少钱，径须沽酒一作取对君
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文苑英华》所录之底本多与敦煌本相同，《唐文粹》所录也有异文，如：
“请君为我倾耳听”，《文粹》无
“倾耳”二字。
“古来贤圣皆死尽”，《文粹》作“古来贤达”。现存的《李白文集》是由乐史、宋敏求、曾
巩将三个手抄本合而成的，在将其转化为印本之时已有过校勘。今传文本应是宋人校勘成果，可能最
接近原貌，至少在当时的宋人看来是如此。

三、“天生我材必有用”解——李白与庄子
“天生我材必有用 ”应是本诗中最有名的一句，流传甚广，影响很大。但解说不一，敦煌本中有
“天生我身必用财”“天生吾徒有俊材”可是流传中被人改写了，未必合乎原意。
宋张淏《云谷杂纪卷首·侍郎徐公帖》言：

五花麟驹籋飞云，鸣珂敲月曙色分。晨光炯炯照玉勒，华风熠熠生衡门。磊磊落落万人英，
气射斗牛贯九精。笔扛龙文百斛鼎，鲸呿鳌掷风雨惊。英辞琳琅润金石，寒芒正色如明星。淫哇
乱雅快一扫，英茎韶护重铿鍧。质高气大声必广，古来才士岂虚名。我嗟壮岁困五穷，终年龊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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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中。绝编坏简徒自苦，炊沙镂水初何功。志高意广材不足，奴辈岂特笑孔融。龙潜蚖肆亦物
理，草庐未必非英雄。天生我材必有用，谁能便与朽腐同。愿得侧翅附鸿鹄，追风掣电凌太空。a
他所言之材就是不同于“朽腐”之强材，此意是后代最流行的说法，至今多数人仍在沿用。如元末明初
殷奎《强斋集》卷二《赠杭州同守梅侯考满序》：

古之君子何为而仕也，仕何为而急也，非必皆为贫也，非必皆为祭为宴也，亦曰畏天命悯人
穷而已耳。天生众民，非徒生之必有以治之；天生我材，非徒材之，必有以用之民之陷溺也，将
于我援之雕攰也，将于我息之号寒而啼饥也，将于我衣被饮食之，是故仕如此，其急也。……至
正廿有六年夏五月州人殷奎序。
他所说的“材”也是指超越常人之上的特殊才能。但自宋以来，还存在着另一种解释。如南宋李吕《澹
轩集》卷八《澹轩自赞》：

天赋我形非，鸢肩虎头，故不为论相者所收。天生我材非牺尊文楸，故不为运斤者所留，蓬
鬓垢面而语言悠悠，短褐垂条，曾莫知其可羞，至于圣智服行之实，古今成败之由，时贤置而不
论，肉食鄙而不谋，盖尝掩卷而叹息，三复而绸缪，闯其墙而窥其户，泛其源而渉其流，彼王良
之安在，顾驽马以何尤，弗戚戚乎？世态之可恶，弗汲汲乎声利之可求，能不以赵孟之贵为贵聊，
挥麈宴坐，而心与造物者游。b
他所说的天生之材是一种不为工匠注意的“无用”之材，元人萧奭斗《勤斋集》卷五《寄飞卿》也有类
似的理解：

枉山枉水昔未到，乃今思之如故园。德人在彼忽经岁，神马想亦终南奔。一尉东南二千里，
蹒跚勃窣何如耳。每同陶郑对壶觞，矫首长歌沅有芷。蹇予踪迹更堪论，碎却田家老瓦盆。三雏
索莫陪枯衲，药褁犹然不离身。天生我材既樗散，寿夭荣枯何足筭。安得奋飞在君傍，一笑夜语
鸡声断。
他认为天生之材即是指庄子所说的樗散之材。由李白诗看，这应是正解。
李白是道教徒，精熟道家典籍，对《庄子》
（当时称《南华经》）一定是很熟的，他诗中的“天生我
材必有用”，正是由《庄子》中悟出来的，这一句不是简单地自白，而是在用典，他是在用《庄子》之
典表达自己的信念。

a [宋] 张淏撰，张宗祥校录《云谷杂记》，北京：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5-6 页。
b [宋] 李吕撰《澹轩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集部·别集类》，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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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木材与功用关系表达相对论的人生价值观，是《庄子》中常见述理模式，如：

1、《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
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
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
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
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
困苦哉！”a
2、《庄子·内篇·人间世第四》：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数千牛，絜之百围，
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弟子厌观之，
走及匠石，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曰：
“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
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匠石归，栎社见梦曰：
“汝将恶乎比予哉？
若将比予于文木邪？夫柤棃橘柚，果蓏之属，实熟则剥，剥则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
其生者也，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击于世俗者也。”b
3、《庄子·内篇·人间世第四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见大木焉有异，结驷千乘，隐将芘
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异材夫！”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俯而
视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椁；咶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
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
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斩之；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斩之；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樿
傍者斩之。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与豚之亢鼻者，
与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适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为大祥也。”c
4、《庄子·外篇·山木第二十》：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
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
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
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
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
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
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若夫万物之情，人
伦之传，则不然。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胡可得而
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乡乎！”d
a 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39-40 页。
b 《庄子集释》，第 170-172 页。
c 《庄子集释》，第 176-177 页。
d 《庄子集释》，第 667-6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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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段所用材料类同，所表达的主旨也相近。第一段说无用者可当大用，无用之树可自然生长，长成巨
大之树，其大无比，其巨大的遮天蔽日的功能也是他者无法取代的。第二段超越世俗功用评价是一种
很智慧的生存方式。第三段言以世俗功用观念育才多有伤材之事，保护天才的方式就是要顺其天性。
第四段人处于用与不用之间保持状态才是最佳的生存方法。很显然，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应是自以
上四段意义的合成。诗人在此展示了自己的道教信念，也是表达了来自于道家的一种超然与自信。其
具体内容包括：

（一）达观的人生信念，这种自信首先表现在对自身价值一种达观的判断，其所言“天生之材 ”，

不是秉赋优异、智能超群的天才，而是指一种能保持天性的天然之材，尽管在他人看来一无是处，但

仍坚信自身具有他者无法取代的价值，这是对自我个性与人生态度的自信。其次，对命运变化的自信，
相信千金散尽还复来，对生活达观自处，不为一时得失所限。今日无用，不等于永远无用，自信总有
发挥作用的时候。这种心理自信是与生俱来的，不可战胜的，也是不可失落的。

（二）超越世俗的自由意识，烹羊宰牛，裘马换酒，几乎是倾尽所有，这种败家子似的狂饮似是

一无是处的废材。不过，在诗人看来，这种近似醉生梦死的狂欢是基于对庄子无用玄理的顿悟与发现，
在领悟了“上天不造无用物”、
“无用可当大用”之说后，主体精神可超越世俗名利的羁束，充分释放了
真正的自我，享受充分的精神自由，如同无用树木可自然生长一样。

（三）反传统的叛逆精神，因为超越了世俗功能价值体系，就大胆否定并挑战传统的价值观念，其

批判的矛头直指权贵之尊，圣贤之名，在他看来，对这些东西刻意追求，就是对天然之性的伤害。

释惠洪《冷斋夜话 》：舒王以李太白、杜少陵、韩退之、欧阳永叔诗编为四家诗集，而以欧公居
太白之上，世莫晓其意。舒王尝曰：“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
酒耳。”a 由本诗看，对李与酒的关系，似不可作这种简单的理解。酒以麻醉之用，又兴奋之功，在本
诗中，后者作用更明显。首言人生短促人生如梦之悲，引导出及时行乐之意。但是全篇少醉生梦死的
颓废情绪，更多的是一种兴奋与激愤。这种兴奋与激愤就是缘于他对庄子无用之材说的顿悟。唯成为
世俗实用观念无用之物方可保存天然之性，他以及时行乐之举抒发内心失意之愤，展现放达豪放之性。
诗人感受到影响人生快意的心理障碍，就是名与利的压迫，即怀才不遇的痛苦。千百年来，文人的痛
苦莫过此，而这两者在酒的作用下，都可以被超越。故言可销万古愁。诗人以醉人意识与醉语方式实
现了对现实世俗的超越，抒发了人生失意的愁苦。而这一切的核心就是《庄子》中的那个无用奇大的树
木，诗人的渲泻就是由这一意识激发出来的，诗人的自信不是炫示自己的过人的才华，而是立足于庄
子无用当大用的人生哲学。天地不生废物，各有所用，物各有性，能存天性者方为贵，诗人似在为醉
生梦死的酒徒颂赞，又是在告知世人，在他人眼里我虽是一无是处没出息者，但是，不受约束，自由
生存，能存最大的天性，机会到了，我自有我无法取代的价值。这是一种强大无比的心理能量，是无
法颠覆不会失落的人生自信。
最后，需补充说明本诗的语言风格，其主要特色有三，其一醉语，语意反常理，思维跳荡不停。

a 释惠洪撰《冷斋夜话》，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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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大言，多写壮大之象、华贵之物、极限之词。其三快语，气势流转，不遮拦，无掩饰，奔流直下，
即严羽所说：
“胸口一喷即是”，语调上高昂低沉、急促舒缓、长短齐杂的交错，节奏的变换体现了情感
起伏旋转律，显示歌行的音乐特点。

Li Bai’s “Tiancai” and Zhuang Zhou’s “Wuyong”:
A Complementary Interpretation of “Qiangjinjiu”
Zha Pingqi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Regarding the subject of Li Bai’s “Qiangjinjiu” (invitation to wine, 将进酒), there has
always been disputes among annotators. The subject then involves the textual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into the
writing background and time of the poem. Based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Li Bai, Yuan Danqiu and Cen Xun,
the compilation time of the Collection of Heyue Martyrs 河岳英灵集,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unt Song and
Tang Emperor Xuanzong’s alchemy practice during Tianbao era, the paper will draw a concrete inference on the
writing time of the poem, and plan to set it at the end of Kaiyuan era. Besides, by putting emphasis on Li Bai’s
ideological stand as a Taoist, the paper will re-interpret the line “Heaven has made us talents, we’re not made in
vain” 天生我材必有用, proving that the talent given by heaven 天生之材 is a natural quality 天然之材, instead
of a great talent inherited 天生之高才.
Keywords: “Qiangjinjiu”, time of writing, the difference of text, the use of useless t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