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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叶”诗人创作再回眸
——纪念《九叶集》出版40周年
王 芳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 310018）
[摘

要] ４０ 年前，
《九叶集》的出版开启了学者们研究“九叶”诗人的历史，
“九叶”诗人现实性、知性与感性

相融合的创作特征已成为学界共识。在《九叶集》出版４０ 周年之际，与“九叶”诗人的“现代诗”再对话，进一步揭
示“九叶”诗人创作中“求真”的理念与追求、多维视角及反讽视角的运用、
“新的抒情”和“感性革命”的体现，可
以发现，４０年后的今天，
“九叶”诗人创作中的主体性坚持及现代性探索仍然值得当代诗人体悟和借鉴。
[关键词] “九叶”诗人；主体性；现代性；求真；视角；意象
图２ “校企合作”资源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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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问题导向，混合学习环境创新教学活动设计

学习、小组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过程中充分调动多

— Commemorating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Jiu Ye Collection
Wang Fang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种资源，发挥学习资源和学习方式交替混合的作用，
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增强其学习主体参与性（如图
3所示）。课前（线上），教师在网上发布任务，学生接
到任务后自学理论知识，提出问题；课内（线上+线
下），责任教师+实践导师为学生答疑指导，帮助学
生模拟工作情境中的实训演练，组织学生开展小组
合作研讨活动，突破难点，解决问题；课后（线上+
线下），教师推送拓展资料帮助学生巩固要点并进行
拓展延伸，实践导师进行点评指导，修改活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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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the Works of “Jiu Ye” Poets

以问题为导向，创新混合学习模式下的高校专
业基础课的教学设计，探索如何让学生在进行自主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40 years ago, the publication of Jiu Ye Collection initiated the study on “Jiu Ye” poets by scholars.
The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Jiu Ye” poets, which are the combination of reality, intellectuality and sensibility, have
become the consensus in academic circles. At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Jiu Ye Collection, the paper has
reviewed the modern poems of “Jiu Ye” poets, and has further revealed the ideas and pursuit of truth,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and irony perspective, and the embodiment of new lyricism and perceptual revolution in the works of
“Jiu Ye” poets. It can be seen that 40 years later, the subjectivity persistence and modernity exploration in the works of “Jiu
Ye” poets are still worthy of understanding and referring for contemporary poets.
Key words: “Jiu Ye” poets; subjectivity; modernity; pursuit of truth; perspective; image

方案后择优入企业实践案例库。在此过程中，教学目
标、重点由教材规定，是静态的；难点则根据学情生
成，是动态的。学生带着问题进课堂，教师线上、线
下互动交流及时反馈，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教学
图３

混合学习模式教学流程设计

有的放矢，有效达成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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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来，关于“九叶”诗人总体及个案研究在

其让人印象深刻，所谓“ 感觉的真”即指诗人忠实

他都能掘出那灵魂深处的痛苦和欢欣”[7]66。他们共同

工作要求一份真诚的原则，……我们首先要求在历史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过一股高潮，呈现了一批有

于“自我”感觉去“体味人生”，
“深切入微”则是挖

的特点是以“真诚”道破“真实”，
“他们有着年青的

的河流里形成自己的人的风度，也即在艺术的创造里

价值的研究成果。新世纪以来关于“九叶诗派”研究

掘出“感觉”的细节与深度，然后“凭着他湛深的修

心，和对于生活的执着的爱。因此表现在他们作品里

形成诗的风格，而我们必须进一步要求在个人光耀

亦有学术专著推出 。关于“九叶”创作袁可嘉曾有

养和熟练的表现手法”去传达出那真切的感觉，由此

的是一片赤诚，坚定而实在，没有半点浮夸和嚣张。

之上创造一个无我的光耀。”[11] 确实，20 世纪 40 年代

精辟总结：
“他们的基调是正视现实生活，表现真情

达到诗“艺术真”的境界。忠实于诗人主体“自我”

他们不断在努力探求，孜孜地摸索道路”[7]68，以诗的

“九叶”诗人以“求真”精神和创作态度去探索新诗

感觉创作是辛笛一生的坚守，晚年他总结说 ：
“我

形式深刻地把握了现实的真。郑敏曾说：
“真正的诗

创作，抵御了诗坛的情绪感伤风和政治感伤风，开启

①

[1]5

实感，强调艺术的独创精神与风格的新颖鲜明。”

其中现实性、知性与感性相融合的创作特征已成为

一向是凭感觉写诗的……大凡能感觉到的东西最真

学界共识。那么关于“九叶”创作是否还有深入探讨

实，因为感觉存在的一瞬间最为亲切，诗把一瞬间
[6]

[8]

人总是把自己的心裸露给历史的风暴。” 唐祈认为：
“诗，应当揭示隐藏在人的心灵深处真挚的感情。它
[9]

了中国现代诗创作新潮流；1949年以后因为秉承“求
真”理念他们选择了沉默；在1979年回归诗坛后，依

的可能性？张桃洲在《有待开掘的矿藏——“九叶诗

的感觉写出来最真实，最新鲜。” 在辛笛看来，要达

需要的是诚实、热爱和诗意。” “诚实”被唐祈认为

然秉承“求真”理念开启他们晚年的新诗创作。袁可

派”的历史形象》一文中认为，对于“现代”的诗学

到“艺术的真”，必须从诗人“感觉的真”出发，忠

是诗创作的首要因素，20 世纪 40 年代他正是秉承这

嘉说：
“只有根源于心灵活动的自发的追求，文学作

敏感是“九叶诗派”的根本特征，但如何确立“九叶

实于诗人“自我”的实感经验并予以诗的表现，诗才

一态度刻画了一系列具有现实震撼力的痛苦、残酷

品才有价值可言。”[3]114 在历史长河中，
“九叶”诗人

诗派”的“现代”敏感所达到的诗学深度，如何从各

具有诗的魅力。1948 年，袁可嘉评价杜运燮的两首

和丑陋的形象，如“老妓女”
“女犯”
“挖煤工人”等。

以“求真”精神维护了个体人格尊严和生命尊严，而

②

种历史因素相互交错的开阔背景上，勾画这种“ 现

诗《露营》 和《月》，认为“二诗给我们第一个不平

“求真”还体现在大时代背景下，
“九叶”诗人们

他们在创作中的“ 求真”理念维护了诗艺术的独创

代”敏感之于新诗未来建构的可能意义，则需要不

凡的感觉是为多数人所害怕的忠实，一个创作者对

如何在尊重“自我”主体意识和忠实于“自我”感觉

性，使他们的诗歌作品至今仍然保有可借鉴的价值。

断重新进入与“九叶诗派”构筑的“现代”图景的对

于自己所感所思的不可逼视的忠实；这种忠实……

的前提下去抒写时代。袁可嘉在谈西方现代诗的特

话 。值此《九叶集》出版40周年之际，本文试以《九

准确地刻划出作者亲身感受，而又完整传达的感觉

征时提到“强烈的自我意识中的同样强烈的社会意

叶集》为文本，从诗人创作主体性、诗创作的现代性

曲线”[3]16。他的评价正是“感觉的真”在杜运燮诗中

“强烈的社会意识”体现出现代诗创作抒写时
识”[3]4。

20 世纪40 年代，
“九叶”诗人无法逃避现实，他

出发，尝试与“九叶”诗人所构筑的“现代”图景进

的体现。而诗人创作中“ 感觉的真”又源于诗人真

代社会内容的必然趋向，但“强烈的自我意识”同时

们身处的是战争背景下的中国现实，同时又是中国

行再一次对话。

诚的创作态度，在评价穆旦《时感》时，袁可嘉认为

强调了诗人创作中维护“自我”主体意识和尊重“自

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现实。事实上他们也无法逃避

“ 他却很有把握地把思想感觉揉合为一个诚挚的控

我”感觉的重要性。面对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的时代

情感，战争在诗人们心灵中引起的震荡、压抑、痛苦

诉” ，指出诗人的“诚挚”态度对于诗的感染力的

风云，诗人们该如何来抒写这一特殊的历史时代？

和呼号，现代化进程在诗人们心灵中引起的碰撞、矛

重要作用。而“诚挚”也是袁可嘉自己对于诗创作的

穆旦日后说：
“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

盾、碎裂与思考，都让诗人们内心包裹着一种强烈的

追求：
“让我们歌颂诚挚，我们借它接受感动也借它

容。问题是，首先要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

情绪，成为他们的心理现实——期待着诗的表现。如

使人感动。它不仅是道德的因素，而且是创造动力想

再写自我，这样写出的作品就成了时代的作品。……

何把握和处理由现实所引发的情绪与诗的关系？新

[4]

一、
“求真”的创作理念与追求
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思想新潮流，以“科
学”和“ 民主”为宗旨的两大核心思想影响深远。
“九叶”诗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一

[3]9

[3]126

确实，只有经过自己

[10]211

它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了。”

这体现了穆旦坚

二、多维视角及反讽视角在诗创作中的运用

代知识分子，他们具有自觉的“民主”文化意识，有

象底品质，因为诗在说服。”

文化运动以来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再一次影响了他

意摆脱中国传统的种种限制，并以“民主”意识关切

真诚态度和忠实于感觉创作出来的诗，才具有感染

持忠实于“自我”感觉来抒写历史时代的求真态度。

们，而他们所受到的直接影响则来自西方现代诗人

社会发展，审视现实人生。他们对于“科学”的理解

读者的魅力。

不经过“自我”感知和思索的时代是空洞无物的，很

的诗歌观念以及诗创作。以理性敲打情感，以距离观

已经不限于“用”的一面，而是上升到“求真理”的

“求真”也体现为“九叶”诗人以忠实于现实的

可能沦为口号诗——“时代的传声筒”。
“把自我扩充

照现实，成为“九叶”诗人创作的自觉意识，而他们

精神层面，他们以高度的求知热忱学习西方文学接

态度，对纷繁复杂的现实背后那份真实的探求与揭

到时代那么大”，正是从“自我”感知出发，扩大“自

的现代性探索体现在多维视角及反讽视角在创作中

受西方文化熏陶，并以救亡图存报效祖国为己任，更

示。陈敬容《真诚的声音——略论郑敏、穆旦、杜运

我”的视野去思考时代。穆旦正是秉承这一创作原

的运用。

以“ 求真”精神作为人生乃至人格追求。而作为诗

燮》直接以“真诚”为题，赞赏“三位青年诗人的作

则，同情并思索“人民”的处境而写下《赞美》
《在

诗的“声音”都是发自诗人个人视角的，但诗人

人，
“ 求真”成为他们诗创作中秉承的理念和精神，

品，……震惊于他们的丰富和新鲜，同时也感受了道

寒冷的腊月的夜里》等诗 ；控诉战争摧毁千万人民

视角却可以有不同的呈现方式。西方现代诗人艾略

破一些纷纭繁复的现象的一份真实” 。她评论郑敏

的生命，而现实社会中人性的黑暗依然流行的事实，

特关于诗的三种声音分析把“ 诗是对话”的诗观念

借“清道夫的眼睛”看出现实社会凌乱的真实，以诗

如《控诉》。而“九叶”诗人也都从“自我”感知出

以及诗人视角多重呈现方式引入了现代诗创作。艾

感觉的忠实和尊重，以“感觉的真”去追求“艺术的

人的智慧揭示出平常现实中的底蕴。她评论杜运燮

发，忠实于自己的体验感受，完成了他们对于时代

略特认为，诗的第一种声音是诗人对自己或不对任

真”。1948 年，辛笛《手掌集》出版介绍文字写道：

的自我抒写诗《山》揭示出现代人普遍的沉痛，社会

历史的记录和抒情，如辛笛《风景》，陈敬容《逻辑

何人说话；第二种声音是诗人对一个或一群听众发

“凭着他对人生体味的深切入微，凭着他湛深的修养

写照诗《登龙门》所反映的“现实性”比流行于诗坛

病者的春天》，杜运燮《追物价的人》
《雾》，杭约赫

言；第三种声音是诗人创造一个戏剧角色，他不以

和熟练的表现手法，……他把感觉的真与艺术的真统

的“口号诗”更广博更深入，揭示了人世间的狭窄、

《复活的土地》，郑敏《时代与死》
《生的美：痛苦·

他自己的身份说话，而是按照他虚构出来的角色在

一成一个至高至纯的境界，使人沉湎其中，低徊而忘

荒谬和不平。而穆旦“ 用深入——深入到剥皮见血

斗争·忍受》，唐祈《时间与旗》，唐湜《骚动的城》，

可能的对话限度内说话 [12]241。叶维廉认为，诗的第一

返。”[5] 这段文字中的“感觉的真与艺术的真统一”尤

的笔法，……无论写报贩，洗衣妇，战士，神或魔鬼，

袁可嘉《冬夜》
《上海》
《南京》
《难民》等。

种声音是抒情诗的声音，由诗人的意识控制，在诗中

是他们诗歌创作的出发点。
“ 求真”首先体现为“ 九叶”诗人对于“ 自我”

[7]62

① 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马永波《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东方出版中心，2010 年）；张岩泉《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
究——九叶诗派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李章斌《“九叶“诗人的诗学策略与历史关联（1937 — 1949）》（南京大学出
版社，2020 年）。
②《露营》选入《九叶集》时改名为《夜》。

唐湜在《我们呼唤》中总结了这群诗人的创作：

体现为戏剧对白，是诗人“自我”与另一个“自我”

“我们现在是站在旷野上感受风云的变化。我们必须

进行对话，由此增加了诗的戏剧性，丰富了诗的意义

以血肉似的感情抒说我们的思想的探索。……我们的

内涵；第二种声音是叙述的声音，用于诗人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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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来，关于“九叶”诗人总体及个案研究在

其让人印象深刻，所谓“ 感觉的真”即指诗人忠实

他都能掘出那灵魂深处的痛苦和欢欣”[7]66。他们共同

工作要求一份真诚的原则，……我们首先要求在历史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过一股高潮，呈现了一批有

于“自我”感觉去“体味人生”，
“深切入微”则是挖

的特点是以“真诚”道破“真实”，
“他们有着年青的

的河流里形成自己的人的风度，也即在艺术的创造里

价值的研究成果。新世纪以来关于“九叶诗派”研究

掘出“感觉”的细节与深度，然后“凭着他湛深的修

心，和对于生活的执着的爱。因此表现在他们作品里

形成诗的风格，而我们必须进一步要求在个人光耀

亦有学术专著推出 。关于“九叶”创作袁可嘉曾有

养和熟练的表现手法”去传达出那真切的感觉，由此

的是一片赤诚，坚定而实在，没有半点浮夸和嚣张。

之上创造一个无我的光耀。”[11] 确实，20 世纪 40 年代

精辟总结：
“他们的基调是正视现实生活，表现真情

达到诗“艺术真”的境界。忠实于诗人主体“自我”

他们不断在努力探求，孜孜地摸索道路”[7]68，以诗的

“九叶”诗人以“求真”精神和创作态度去探索新诗

感觉创作是辛笛一生的坚守，晚年他总结说 ：
“我

形式深刻地把握了现实的真。郑敏曾说：
“真正的诗

创作，抵御了诗坛的情绪感伤风和政治感伤风，开启

①

[1]5

实感，强调艺术的独创精神与风格的新颖鲜明。”

其中现实性、知性与感性相融合的创作特征已成为

一向是凭感觉写诗的……大凡能感觉到的东西最真

学界共识。那么关于“九叶”创作是否还有深入探讨

实，因为感觉存在的一瞬间最为亲切，诗把一瞬间
[6]

[8]

人总是把自己的心裸露给历史的风暴。” 唐祈认为：
“诗，应当揭示隐藏在人的心灵深处真挚的感情。它
[9]

了中国现代诗创作新潮流；1949年以后因为秉承“求
真”理念他们选择了沉默；在1979年回归诗坛后，依

的可能性？张桃洲在《有待开掘的矿藏——“九叶诗

的感觉写出来最真实，最新鲜。” 在辛笛看来，要达

需要的是诚实、热爱和诗意。” “诚实”被唐祈认为

然秉承“求真”理念开启他们晚年的新诗创作。袁可

派”的历史形象》一文中认为，对于“现代”的诗学

到“艺术的真”，必须从诗人“感觉的真”出发，忠

是诗创作的首要因素，20 世纪 40 年代他正是秉承这

嘉说：
“只有根源于心灵活动的自发的追求，文学作

敏感是“九叶诗派”的根本特征，但如何确立“九叶

实于诗人“自我”的实感经验并予以诗的表现，诗才

一态度刻画了一系列具有现实震撼力的痛苦、残酷

品才有价值可言。”[3]114 在历史长河中，
“九叶”诗人

诗派”的“现代”敏感所达到的诗学深度，如何从各

具有诗的魅力。1948 年，袁可嘉评价杜运燮的两首

和丑陋的形象，如“老妓女”
“女犯”
“挖煤工人”等。

以“求真”精神维护了个体人格尊严和生命尊严，而

②

种历史因素相互交错的开阔背景上，勾画这种“ 现

诗《露营》 和《月》，认为“二诗给我们第一个不平

“求真”还体现在大时代背景下，
“九叶”诗人们

他们在创作中的“ 求真”理念维护了诗艺术的独创

代”敏感之于新诗未来建构的可能意义，则需要不

凡的感觉是为多数人所害怕的忠实，一个创作者对

如何在尊重“自我”主体意识和忠实于“自我”感觉

性，使他们的诗歌作品至今仍然保有可借鉴的价值。

断重新进入与“九叶诗派”构筑的“现代”图景的对

于自己所感所思的不可逼视的忠实；这种忠实……

的前提下去抒写时代。袁可嘉在谈西方现代诗的特

话 。值此《九叶集》出版40周年之际，本文试以《九

准确地刻划出作者亲身感受，而又完整传达的感觉

征时提到“强烈的自我意识中的同样强烈的社会意

叶集》为文本，从诗人创作主体性、诗创作的现代性

曲线”[3]16。他的评价正是“感觉的真”在杜运燮诗中

“强烈的社会意识”体现出现代诗创作抒写时
识”[3]4。

20 世纪40 年代，
“九叶”诗人无法逃避现实，他

出发，尝试与“九叶”诗人所构筑的“现代”图景进

的体现。而诗人创作中“ 感觉的真”又源于诗人真

代社会内容的必然趋向，但“强烈的自我意识”同时

们身处的是战争背景下的中国现实，同时又是中国

行再一次对话。

诚的创作态度，在评价穆旦《时感》时，袁可嘉认为

强调了诗人创作中维护“自我”主体意识和尊重“自

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现实。事实上他们也无法逃避

“ 他却很有把握地把思想感觉揉合为一个诚挚的控

我”感觉的重要性。面对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的时代

情感，战争在诗人们心灵中引起的震荡、压抑、痛苦

诉” ，指出诗人的“诚挚”态度对于诗的感染力的

风云，诗人们该如何来抒写这一特殊的历史时代？

和呼号，现代化进程在诗人们心灵中引起的碰撞、矛

重要作用。而“诚挚”也是袁可嘉自己对于诗创作的

穆旦日后说：
“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

盾、碎裂与思考，都让诗人们内心包裹着一种强烈的

追求：
“让我们歌颂诚挚，我们借它接受感动也借它

容。问题是，首先要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

情绪，成为他们的心理现实——期待着诗的表现。如

使人感动。它不仅是道德的因素，而且是创造动力想

再写自我，这样写出的作品就成了时代的作品。……

何把握和处理由现实所引发的情绪与诗的关系？新

[4]

一、
“求真”的创作理念与追求
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思想新潮流，以“科
学”和“ 民主”为宗旨的两大核心思想影响深远。
“九叶”诗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一

[3]9

[3]126

确实，只有经过自己

[10]211

它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了。”

这体现了穆旦坚

二、多维视角及反讽视角在诗创作中的运用

代知识分子，他们具有自觉的“民主”文化意识，有

象底品质，因为诗在说服。”

文化运动以来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再一次影响了他

意摆脱中国传统的种种限制，并以“民主”意识关切

真诚态度和忠实于感觉创作出来的诗，才具有感染

持忠实于“自我”感觉来抒写历史时代的求真态度。

们，而他们所受到的直接影响则来自西方现代诗人

社会发展，审视现实人生。他们对于“科学”的理解

读者的魅力。

不经过“自我”感知和思索的时代是空洞无物的，很

的诗歌观念以及诗创作。以理性敲打情感，以距离观

已经不限于“用”的一面，而是上升到“求真理”的

“求真”也体现为“九叶”诗人以忠实于现实的

可能沦为口号诗——“时代的传声筒”。
“把自我扩充

照现实，成为“九叶”诗人创作的自觉意识，而他们

精神层面，他们以高度的求知热忱学习西方文学接

态度，对纷繁复杂的现实背后那份真实的探求与揭

到时代那么大”，正是从“自我”感知出发，扩大“自

的现代性探索体现在多维视角及反讽视角在创作中

受西方文化熏陶，并以救亡图存报效祖国为己任，更

示。陈敬容《真诚的声音——略论郑敏、穆旦、杜运

我”的视野去思考时代。穆旦正是秉承这一创作原

的运用。

以“ 求真”精神作为人生乃至人格追求。而作为诗

燮》直接以“真诚”为题，赞赏“三位青年诗人的作

则，同情并思索“人民”的处境而写下《赞美》
《在

诗的“声音”都是发自诗人个人视角的，但诗人

人，
“ 求真”成为他们诗创作中秉承的理念和精神，

品，……震惊于他们的丰富和新鲜，同时也感受了道

寒冷的腊月的夜里》等诗 ；控诉战争摧毁千万人民

视角却可以有不同的呈现方式。西方现代诗人艾略

破一些纷纭繁复的现象的一份真实” 。她评论郑敏

的生命，而现实社会中人性的黑暗依然流行的事实，

特关于诗的三种声音分析把“ 诗是对话”的诗观念

借“清道夫的眼睛”看出现实社会凌乱的真实，以诗

如《控诉》。而“九叶”诗人也都从“自我”感知出

以及诗人视角多重呈现方式引入了现代诗创作。艾

感觉的忠实和尊重，以“感觉的真”去追求“艺术的

人的智慧揭示出平常现实中的底蕴。她评论杜运燮

发，忠实于自己的体验感受，完成了他们对于时代

略特认为，诗的第一种声音是诗人对自己或不对任

真”。1948 年，辛笛《手掌集》出版介绍文字写道：

的自我抒写诗《山》揭示出现代人普遍的沉痛，社会

历史的记录和抒情，如辛笛《风景》，陈敬容《逻辑

何人说话；第二种声音是诗人对一个或一群听众发

“凭着他对人生体味的深切入微，凭着他湛深的修养

写照诗《登龙门》所反映的“现实性”比流行于诗坛

病者的春天》，杜运燮《追物价的人》
《雾》，杭约赫

言；第三种声音是诗人创造一个戏剧角色，他不以

和熟练的表现手法，……他把感觉的真与艺术的真统

的“口号诗”更广博更深入，揭示了人世间的狭窄、

《复活的土地》，郑敏《时代与死》
《生的美：痛苦·

他自己的身份说话，而是按照他虚构出来的角色在

一成一个至高至纯的境界，使人沉湎其中，低徊而忘

荒谬和不平。而穆旦“ 用深入——深入到剥皮见血

斗争·忍受》，唐祈《时间与旗》，唐湜《骚动的城》，

可能的对话限度内说话 [12]241。叶维廉认为，诗的第一

返。”[5] 这段文字中的“感觉的真与艺术的真统一”尤

的笔法，……无论写报贩，洗衣妇，战士，神或魔鬼，

袁可嘉《冬夜》
《上海》
《南京》
《难民》等。

种声音是抒情诗的声音，由诗人的意识控制，在诗中

是他们诗歌创作的出发点。
“ 求真”首先体现为“ 九叶”诗人对于“ 自我”

[7]62

① 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马永波《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东方出版中心，2010 年）；张岩泉《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
究——九叶诗派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李章斌《“九叶“诗人的诗学策略与历史关联（1937 — 1949）》（南京大学出
版社，2020 年）。
②《露营》选入《九叶集》时改名为《夜》。

唐湜在《我们呼唤》中总结了这群诗人的创作：

体现为戏剧对白，是诗人“自我”与另一个“自我”

“我们现在是站在旷野上感受风云的变化。我们必须

进行对话，由此增加了诗的戏剧性，丰富了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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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传道、说教、讲学，对观众产生影响力，诗人保持

是诗人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永不倦怠的向上的精神追

为空间的描述作了一个收结，这是一年的尽头，是现

包容了一切”。于是诗的第三节是一个小小的收结，

着一定程度的客观性，但容易落入抽象性、枯燥的说

求（“追求，所以厌倦，所以更追求”），以及因为追

实的一个平面。但诗人接下来的一句“ 在古老的路

诗人坚信这包含了过去的历史现实是“我们将走向

理性和直露的伤感主义；第三种声音通过虚构角色，

求所以“他永远寂寞”的处境。

上”却为我们拉出了历史的纵深感，这纵深的历史旋

迂曲的路”，未来“ 我们将在现实中获得最深的惊

[12]242

让虚构的角色作“戏剧独白”

。而这虚构的角色

在“九叶”诗人创作中出现的咏物诗、小人物诗

即又与“一盏灯光”
“一副厚重的、多纹的脸”的现

喜”。而诗的第四节，诗人的视角再次回到“上海高

可以是人物，还可以是客观的物象、场景或一连串事

以及以艺术或艺术家为题的诗不是偶然的，它们的

实交接，如此，第一段要呈现的就不单纯是寒冷的

岗”，但这一次要透视的是这个大都市被“殖民”的

件，诗人让它们作为“物”视角去呈现意义，而诗人

出现是因为诗人们接受了现代诗观念，有意隐藏诗

北方平原的景物描述，而是立意把这一现实平面的

事实真相，在那“资本家和机器占有的地方”是“成

有意把自己的视角隐藏起来，避免自我感情的直接

人视角，通过视角转换让抒写的对象物替诗人说话，

人——“他”，拉出有历史纵深感和沉重感的多重面

群的苦力”，在那“高速度的电车”匆忙奔驰的虚华

抒发，由此增强诗歌表达的客观性和间接性，而诗经

达到“ 戏剧化”客观呈现效果，以间接表达方式传

影。第二段依然是高空视角俯视下的平原，但这一空

背后是“贪污的政治”，是人们之间“冷淡”的关系。

验的表达也借此趋于婉转深曲和透彻真实。诗的三

达现代诗人的思想与情感，以及对小人物社会命运

间里的人，从上一段“他”位移到这一段“儿郎”的

而在“人们喜爱异邦情调的”
“没有理性的一切幻象”

种声音存在拓宽了“九叶”诗人的创作视野，为他们

的关注和对艺术感受的传达。如陈敬容的《雕塑家》

哭，到“我们一样地躺下”，暗示了一代又一代人重

背后隐藏着更大的真相，就是这里其实是殖民者的

《题罗丹作〈春〉》，杜运燮的《闪电》，郑敏的《金黄

复着并不安宁的生活，一句“岁月这样悠久”为这一

第二故乡，是少数人利用契约成就的最可耻的中国

《 姿》就是通过虚构“ 年轻的白花”——诗人的

的稻束》
《清道夫》
《人力车夫》
《马》，唐祈的《女犯

段的收结暗示了历史内涵，即历史在一代又一代重

历史，殖民者“通过一切谎言、贪婪的手”掌控和掠

另一个“我”作为省视对象，来完成辛笛作为现代知

监狱》
《挖煤工人》
《老妓女》，穆旦的《旗》等。
“九

复着，
“我们”却并不自知地悲哀与沉痛。第三段是

夺这块土地上的财富，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让这里

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诗的前3 行即构成一

叶”诗人还以场景引入和直接呈现作为“物”视角，

全诗的收结。开头仍然是现实的场景，但同时又是历

“沉默的人民都饱和了愤怒”。至此诗人完成了他对

个小小的戏剧场景 ：首句即引入“ 你吗，年青的白

间接地传达诗人的思想与情感，唐祈《严肃的时辰》

史的延续，因为“我们的祖先”经历的苦难并不因为

“一九四八的上海”纵横两个方向的透视和揭示。诗

花”，然后把它置于“推来推去的人丛中”，寓意人际

中以男人、女人和新生的婴孩三个场景独立呈现，而

他们“已经睡了”就结束了，那“没有安慰的”的现

的第五节至最后是全诗的收结，诗人必然要发出他

关系复杂的现代社会。一句“我们遇着了”引出隐含

把其中“我”也作为场景中一部分，完成了对社会现

实生活仍然在“我们”这一代延续，而“我们”也将

的宣判，正如在第一节中诗人所预言的“ 无穷的忍

的诗人“我”的省察视角。诗 4～11 行是诗人对“年

实最无声的控诉。陈敬容《船舶和我们》以港口、大

像忍耐这个寒冷的腊月的夜一样，继续承受我们祖

耐是火焰”，诗人相信忍耐了几千年残酷、暴戾和专

轻的白花”作为个体知识分子的形象描述：因自我肯

街、海上和孤岛为场景冷静地道出了现代人各自怀

先一样的苦难历史，理想的中国梦仍然很遥远。为什

制的人民，终究会迎来“一个人类的黎明”。唐祈对

定而有一点“自傲”
（“是一幅画里/不可少的颜色”）；

抱自己命运的孤独处境以及期盼交流的心态。

么穆旦的诗感人至深，那是因为他面对抗战时期中

未来充满信心的态度，表明他是一个积极的历史乐

“九叶”诗人关于视角的探索还体现在多维视角

国人民深受苦难的现实，依然能保持一个现代知识

观主义者。

在灵魂深处因为不能融入社会而痛苦（“可是凝神的

并用，这使他们的诗创作在意义开掘方面更加深广

分子的理性态度，通过时空视角交相呼应的方式在

眼看了你/就尝有一点野百合的苦味”），因此诗人总

和透彻。袁可嘉在论述现代英诗发展时，特别提到现

诗行中展开对现实冷静的思索，揭示出这一现象背

诗人所借鉴，它也成为诗人隐藏自己视角的一种方

结：尽管孤芳自赏，但是脆弱的（“原来你在美丽中

代诗人的视角：
“采取现代飞行员的观点，把个人从

后的历史真相，寄寓了自己对人民的同情和对现实

式。从语言策略来说，反讽本义是“正话反说”，在

瘦了”）。诗 12～21 行是诗人把“年轻的白花”置于

广大社会游离出来，置身高空，凭借理智的活动，俯

的悲愤心情。

社会这一大背景下来审视：不懂得现实社会人际关

视脚底的大千世界……现代社会的病态弱点尤其析

探索诗人视角多重呈现方式提供了可能性。

又有些不自信而自伤幽独（“有一点淡淡的馨凉”），

[3]191

唐祈的《时间与旗》也是以“现代鸟瞰”和历史

瑞恰慈提出的“ 反讽性观照”[14]44 也为“ 九叶”

“ 九叶”诗人创作中多有体现，如杭约赫“‘ 感谢’
你给了我们法则，/转向你，夺取我们合理的生活！”

系复杂的力量（“不懂人群似海如潮”），不懂得如何

然可辨。”

杜运燮称之为“现代鸟瞰”，这其实是

透视的双重视角完成了他对“一九四八的上海”——

（《 感谢》），
“ 从此‘ 英雄’有了用武的地方”（《 噩

扎根于现实生活去获得真正的生存（“不懂只有空气

诗人隐藏了个人全知视角，让对象物或场景直接呈

这个庞大都市“ 魔怪”的透视、溯源和对未来的预

梦》）。但“九叶”诗人对于反讽的运用并不限于语言

/没有土地是生活不下去的”），思想天真单纯，沉浸

现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西方现代诗人艾略特的时

言。全诗分为八节，在第一节，诗人就聚焦“上海市

层面，而是成为现实观照之后的一种理性选择，一种

在从西方学回来的思想和知识里（“常常歪仰着头问

间观也深化了“九叶”诗人的创作意识，并形成了他

中心的高岗”，因为这里不仅是时间的象征，更是空

创作的思维方式，一种创作视角，它实现的效果是对

天……/在谛听飘来的弥撒钟声”），却不知道如何与

们诗创作中的历史意识和视角。艾略特认为：
“历史

间的视角。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都市“魔怪”的社

全诗结构意义的整体反拨。作为视角，
“ 反讽观照”

祖国的现实结合，而祖国的真实处境是“ 安详的快

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

会实质——半封建半殖民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基于诗人对现象的辩证看待和对事物内部矛盾两面

乐是久已不属于这一片土地的”。所以诗人判定“年

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

人们精神世界的实质——“哀愁”，并以此作为诗的

的清醒认识，在洞察事实真相之后理性地提供给我

轻的白花”是一枝“禁不起风的芦苇”。诗22～25行，

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时代的背景，……同时……这个

发展线索，去透视中国社会更大的现实。诗的第二节

们观察事物的另一视角，以冷静的微笑态度，以轻松

诗人在“我”之外再引入一个“他”视角对“年轻的

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

仍然以“上海高岗”这一殖民地界为视角，但旋即诗

幽默诙谐的笔调，让我们于诗人所呈露的假象中去

[13]2

白花”加以旁观：他们为他的“圣洁的光辉”所倾倒

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

如果说高空俯视视角是

人就把目光转向更广阔的空间——中国农村，从“农

触及事实真相，把握诗人的真实意图。杜运燮的《登

和感动。但是诗人“我”在诗的最后 4 行却肯定地下

从空间揭示现代社会现实的广度，那么诗人在创作

民被当作一支老弯了的/封建尺度”，长久的奉献，换

龙门》是以“现代鸟瞰”和反讽视角共同来传达诗人

了结论：
“年轻的白花”，如果“你”只知道自我陶醉

中加入历史视角，就可以从时间维度对现实进行纵

来的是“那极贫弱的肉体”，从“妇女们”日夜在机

真实意图的。
“上帝”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是至

或者陶醉于别人的欣赏，而不投入现实生活，结局就

深考量，加深对现实揭示的深度。穆旦《在寒冷的腊

杼上纺织的场景和“饥困中的孩子群”，他得出结论：

高无上的，但果真如此吗？诗的开篇，诗人以“ 上

是“破了/就象一个水泡泡”。同是现代知识分子自我

月的夜里》的创作正是由这两个视角交错展开。开篇

画像，杜运燮的《山》以“山”为题，把诗人视角隐

第一段是具体的时间“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在高

间久久地遗留在这里”，完成了他对这块土地“封建”

示“上帝”以造物者自居，自以为崇高的形象：
“沉

藏在诗人抒写的对象物中，由“山”替诗人说话，每

空视角俯视下，是具体的空间“风扫着北方的平原”

社会本质的溯源。但唐祈的历史意识使他确信“ 这

思”
“至高的耐心与信心”和“永远微笑”。但他听到

一小段抒说的都是山的品质和精神呈现，归结起来

的情景描述；一个“岁月尽竭了”，以时间的“尽竭”

里/不完全是过去，现在也在内膨胀，/又常是将来，

的并非赞美，而是“无数小舌头在湖面竞吐着，/也

“封建奴隶们”
“全然不知道的/命运”，
“从过去的时

帝”居高临下的视角俯视他的杰作——人世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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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传道、说教、讲学，对观众产生影响力，诗人保持

是诗人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永不倦怠的向上的精神追

为空间的描述作了一个收结，这是一年的尽头，是现

包容了一切”。于是诗的第三节是一个小小的收结，

着一定程度的客观性，但容易落入抽象性、枯燥的说

求（“追求，所以厌倦，所以更追求”），以及因为追

实的一个平面。但诗人接下来的一句“ 在古老的路

诗人坚信这包含了过去的历史现实是“我们将走向

理性和直露的伤感主义；第三种声音通过虚构角色，

求所以“他永远寂寞”的处境。

上”却为我们拉出了历史的纵深感，这纵深的历史旋

迂曲的路”，未来“ 我们将在现实中获得最深的惊

[12]242

让虚构的角色作“戏剧独白”

。而这虚构的角色

在“九叶”诗人创作中出现的咏物诗、小人物诗

即又与“一盏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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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以艺术或艺术家为题的诗不是偶然的，它们的

实交接，如此，第一段要呈现的就不单纯是寒冷的

岗”，但这一次要透视的是这个大都市被“殖民”的

件，诗人让它们作为“物”视角去呈现意义，而诗人

出现是因为诗人们接受了现代诗观念，有意隐藏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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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发，由此增强诗歌表达的客观性和间接性，而诗经

达到“ 戏剧化”客观呈现效果，以间接表达方式传

影。第二段依然是高空视角俯视下的平原，但这一空

背后是“贪污的政治”，是人们之间“冷淡”的关系。

验的表达也借此趋于婉转深曲和透彻真实。诗的三

达现代诗人的思想与情感，以及对小人物社会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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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人们喜爱异邦情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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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声音存在拓宽了“九叶”诗人的创作视野，为他们

的关注和对艺术感受的传达。如陈敬容的《雕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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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着，
“我们”却并不自知地悲哀与沉痛。第三段是

夺这块土地上的财富，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让这里

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诗的前3 行即构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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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已经睡了”就结束了，那“没有安慰的”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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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诗结构意义的整体反拨。作为视角，
“ 反讽观照”

祖国的现实结合，而祖国的真实处境是“ 安详的快

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

会实质——半封建半殖民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基于诗人对现象的辩证看待和对事物内部矛盾两面

乐是久已不属于这一片土地的”。所以诗人判定“年

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

人们精神世界的实质——“哀愁”，并以此作为诗的

的清醒认识，在洞察事实真相之后理性地提供给我

轻的白花”是一枝“禁不起风的芦苇”。诗22～25行，

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时代的背景，……同时……这个

发展线索，去透视中国社会更大的现实。诗的第二节

们观察事物的另一视角，以冷静的微笑态度，以轻松

诗人在“我”之外再引入一个“他”视角对“年轻的

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

仍然以“上海高岗”这一殖民地界为视角，但旋即诗

幽默诙谐的笔调，让我们于诗人所呈露的假象中去

[13]2

白花”加以旁观：他们为他的“圣洁的光辉”所倾倒

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

如果说高空俯视视角是

人就把目光转向更广阔的空间——中国农村，从“农

触及事实真相，把握诗人的真实意图。杜运燮的《登

和感动。但是诗人“我”在诗的最后 4 行却肯定地下

从空间揭示现代社会现实的广度，那么诗人在创作

民被当作一支老弯了的/封建尺度”，长久的奉献，换

龙门》是以“现代鸟瞰”和反讽视角共同来传达诗人

了结论：
“年轻的白花”，如果“你”只知道自我陶醉

中加入历史视角，就可以从时间维度对现实进行纵

来的是“那极贫弱的肉体”，从“妇女们”日夜在机

真实意图的。
“上帝”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是至

或者陶醉于别人的欣赏，而不投入现实生活，结局就

深考量，加深对现实揭示的深度。穆旦《在寒冷的腊

杼上纺织的场景和“饥困中的孩子群”，他得出结论：

高无上的，但果真如此吗？诗的开篇，诗人以“ 上

是“破了/就象一个水泡泡”。同是现代知识分子自我

月的夜里》的创作正是由这两个视角交错展开。开篇

画像，杜运燮的《山》以“山”为题，把诗人视角隐

第一段是具体的时间“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在高

间久久地遗留在这里”，完成了他对这块土地“封建”

示“上帝”以造物者自居，自以为崇高的形象：
“沉

藏在诗人抒写的对象物中，由“山”替诗人说话，每

空视角俯视下，是具体的空间“风扫着北方的平原”

社会本质的溯源。但唐祈的历史意识使他确信“ 这

思”
“至高的耐心与信心”和“永远微笑”。但他听到

一小段抒说的都是山的品质和精神呈现，归结起来

的情景描述；一个“岁月尽竭了”，以时间的“尽竭”

里/不完全是过去，现在也在内膨胀，/又常是将来，

的并非赞美，而是“无数小舌头在湖面竞吐着，/也

“封建奴隶们”
“全然不知道的/命运”，
“从过去的时

帝”居高临下的视角俯视他的杰作——人世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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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为它们的主人解释什么”。看到的并非欢呼，而是
“帆船静止了，又慢慢航行”的沉默场面，于是“上
帝”不免感到寂寞。紧接着第二段，诗人继续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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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那边喧

得了对于事实真相和假象的完整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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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们的感受，如陈敬容的《 雕塑家》
《 题罗丹作

三、
“新的抒情”和“感性革命”在创作中
的体现

85

“ 春”作为一种自然季节，在穆旦的《 春》中，

〈春〉》，郑敏《献给贝多芬》
《荷花》
《雷诺阿的〈少

不再是姹紫嫣红自然景象的描述，而是用它来完成关

女画像〉》，唐湜的《雪莱》
《罗丹》
《巴尔扎克》等。

于欲望的抽象思考。春天万物萌发，而“春”正可作

如果说穆旦是从情绪经验内涵对现代诗意象提

为欲望的象征，
“绿色的火焰”寓示着“草”的欲望，

嚣着居住”，
“ 结群而隔离，他们没有快乐”；他们

20 世纪 40 年代的现实里蕴含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出了新要求，那么袁可嘉在总结 20 世纪 40 年代新诗

“花朵/反抗着土地”喻示着“花”的欲望，当欲望代

“诅咒命运的刻薄”，他们“每家的田里”
“涂写太多

中的现代性。陈敬容为我们这样描述：
“现代是一个

潮时称之为“ 感性革命”，则强调从诗艺角度把情

表一种生命的力量，它确实是美丽的（“看这满园的

的‘你’
‘我’”，所谓“杰作”其实是人类彼此隔膜、

复杂的时代，无论在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

绪经验转化为“感性”意象的重要性。袁可嘉认为，

欲望多么美丽”
）。但诗人在下一段笔锋一转，由自然

自私自利的真相。诗的第三段，在确信“上帝”已经

上，思想上，和感情上。作为一个现代人，总不可能

“感性革命”一方面体现了现代诗人情绪经验从感性

物联类到“二十岁”青春的身体，他们身体的和理想

看清人类真相之后，猜测“上帝”的态度会如何呢。

怎么样单纯。……所谓诗的现代性，据我个人的理

向知性深入的趋势，另一方面体现为诗人的知性情

的欲望像春天一样被点燃，但他们却无法歌唱（“一

他沉醉于“微风”
“远山”
“白色的鸟翅”和“云影”，

解，是强调对于现代诸般现象的深刻而实在的感受：

绪体验与感觉化意象的结合，而诗的新方向正体现

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
），他们命运的结局是“被点

但就是对“湖树后面”的“村落”视而不见。正如瑞

[7]62

无论是诉诸听觉的，视觉的，内在和外在生活的。”

了知性和感性相融合的特征。但对于“九叶”诗人整

燃，卷曲又卷曲，却无处归依”，理想遭到现实的一

恰慈所说，
“反讽性观照”在诗创作中体现为“通常

时代要求诗的现代性转型，穆旦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

体创作来说，他们“感性革命”的范围更广，包括一

再打击无法实现。诗人的抒写让我们触摸到一个更大

互相干扰、冲突、排斥、互相抵消的方面，在诗人手

初就提出中国新诗要有“新的抒情”，以区别于旧的

切来源于现代生活的情绪、感觉与意象的化合。而

的历史现实，那就是在抗日战争背景下，中国年轻一

抒情（自然风景加牧歌情绪）。从诗的情绪经验方面，

“九叶”诗人创作的现代性正从“新的抒情”和“感

代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抱负无法正常实现的痛苦，以

人间的真相抵消了“上帝”自以为创造了“杰作”的

他认为“ 新的抒情”应该超越中国传统诗多愁善感

性革命”结合之后的意象内涵营造、意象呈现方式以

及他们依然执着于追求的精神（“痛苦着，等待伸入

伟大，而把“上帝”从他的宝座上拉了下来，由此揭

的狭窄抒情范围；从诗意象范围，他主张诗的意象生

及意象结构逻辑体现出来。

新的组合”）。郑敏的《春天》也并非描写春天，而是

示出上帝造物的虚妄以及上帝本身的虚妄。杜运燮

活化，他认为“新的抒情”应该遵守的，不是几个意

“九叶”诗人创作中不乏传统意象，但他们赋予

从绘画、音乐和舞蹈三个角度抒写春天到来时的抽

《追物价的人》，把“物价”喻为“抗战的红人”，在

象的范围，而是诗人生活所给的范围，诗人可以应用

传统意象以现代性思考与情绪内涵。如辛笛的《 月

象感觉。春天来自冬天，必然与冬天的沉重相连，诗

揭示它飞涨的同时，诗人带我们看它的幕后是“ 要

他所熟悉的事物，如田野、码头、机器或者花草；而

光》中的“月光”意象，就不再是传统寄托乡愁与相

人认为春天是“用/沉重的声音宣布它的希望”，而这

人”
“阔人”的追捧，在轻松诙谐中暗示了诗人的第

在创作上他主张“有理性地”进行“新的抒情”，以

思的月光，而是被人格化，寓意高洁的人性，代表一

“沉重”源于春天穿透“冷硬的冬天土地”化冻的感

种具有奉献精神的清亮情操（“你充沛渗透泻注无所

觉。写到春天的生长，诗人把它幻化为一位“缓缓地

不在/……/一种清亮的情操一种渴想”）；不仅如此，

站起”的舞者，
“用她那‘生’的手臂/高高承举”
，形

[14]111

中结合成一个稳定的平衡状态”

。杜运燮正是以

一重批判。第二重批判似乎指向“追物价的人”，讽

达到情绪和意象的健美糅合

[10]60-61

。

刺他们的四种心理：一是决不能落后于伟大时代的

从“新的抒情”内涵来看，
“九叶”诗人创作的

“英雄”心理；二是怕被人嘲笑的恐惧心理；三是唯

表现视域是很广泛的。他们的笔触及现代都市生活

还被注入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格，象征他们奉献

象逼真。而陈敬容的《逻辑病者的春天》则在赋予春

恐自己追不上的自卑心理，四是看见人家在飞，自己

以及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如“ 电灯照明在无人的大

但沉默的理性品质（“你照着笑着沉默着抚拭着”），

天哲学意义（即万物都必经转化过程）的前提下，抒

也必须迎头赶上的逞强心理。但透过这种种荒诞的

厅里 / 电风扇旋转在无人的居室里”（辛笛《 夏日小

以及针砭时事的大胆精神（“大声雄辩着微妙地讽喻

写现代都市社会病态的现实，揭露政治高压（“阳光

心理现实，诗的结尾“即使是轻如鸿毛的死，/也不

诗》），
“街上灯光已开始闪熠/都市在准备一个五彩

着”），更赞颂他们具有义无反顾的创造精神（“生来

里有轰炸机盘旋”），现代人生存的处境（“我们是现

要计较，就是不要落伍”才真正透露出诗人的真实态

的清醒……/喂，流浪人，你听/音乐、音乐，假若那

须为创造到死不能休”），这也是诗人自己在现代社

代都市里/渺小的沙丁鱼”，
“筑起意志的壁垒……/你

度，他真正要批判的是时代潮流对于个体生命的裹

也算音乐”（陈敬容《黄昏，我在你的边上》），
“从

会追求的人格目标；而诗中“月光”还象征诗人追求

宽恕着/又痛恨着你自己”
），普通人的命运（
“而无数

挟和碾压，而诗人同情的是个体生命在时代潮流面

办公房到酒吧间铺一条单轨线，/人们花十小时赚钱，

的艺术美，即如贝多芬弹奏的《月光奏鸣曲》，但作

童工在工厂里，/被八小时十小时以上的/苦工，摧毁

前别无选择的无奈与痛楚。
“九叶”诗人中以杜运燮

花十小时荒淫。”（袁可嘉《 上海》），
“ 从中心压下

为一位执着于高洁人性和一切艺术美追求的现代人，

着健康”），人们的希望“渴死在绝望里”。但诗人以

运用反讽视角创作最为突出，他的《善诉苦者》
《狗》

挤在边沿的人们/已准确地踏进八小时的房屋”（穆

诗人在诗中最后表达的却是无奈和遗憾（“我如虔诚

“每一个终结后面又一个开始”给人们信心，同时又

以反讽视角对知识分子的软弱和奴性弱点进行反思

旦《裂纹》），更有杭约赫《复活的土地》和唐祈《时

献祭的猫弓下身/但不能如拾穗人拾起你来”），而这

给人们严肃的提醒：做永远的行动者，不要放弃（
“一

与批判。其他如杭约赫的《知识分子》是为沉溺于求

间与旗》中关于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大片段城市风景

正是辛笛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理想与现实

旦你如果忽然停住，/不管愿不愿，那就是死”
）。

取功名的旧知识分子画像。袁可嘉的政治讽刺诗《进

抒写；他们记录下战乱中的中国现实，如杜运燮的

充满矛盾的真实写照。又如杜运燮的《月》，在尊重

城》
《上海》和《南京》，以反讽视角描画了抗战后国

《夜》和《月》，杭约赫的《寄给北方的弟弟》
《噩梦》，

“月”的传统内涵（寓意“忠实的纯洁爱情”）的同时，

列实物、场景，一连串事件来表现某种特定的情感，

统区城市经济通货膨胀，达官贵人荒淫无度，政府官

袁可嘉的《 冬夜》
《 旅店》；他们关注大时代背景下

更多赋予它以现代性内涵，向我们揭示了一轮战争

艺术上的“ 不可避免性”在于外界事物和情感之间

员推卸责任无所作为，而国民政府在国际上一味依

小人物的处境和命运，如穆旦的《赞美》，袁可嘉的

环境下的“月”：
“寒冷而没有人色”，白天“永远躲

的完全对应 [13]13。艾略特对于“客观对应物”的解释

赖美国政府的社会乱象。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认

《难民》，郑敏、唐祈的小人物系列诗，以及剖析和反

在家里”，
“晚上才洗干净出来”，到天亮“因为打寒

大大拓展了“九叶”诗人的意象观念和视野，拓宽了

艾略特认为，
“客观对应物”换句话说是用一系

为：
“在更高的意义上，反讽不是指向这个或那个具

思知识分子自我在大时代背景下的心灵轨变和追求，

噤才回去”，打破了人们对它的美好期望，而代之以

他们诗歌意象的呈现方式，并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

体的存在，而是指向某个时间或情状下的整个现实

如辛笛的《识字以来》
《姿》
《手掌》，陈敬容的《飞

诗人在战时恐惧不安的感受。更以“月”为视角，向

体现出来。

……它不是这个或那个现象，而是经验的整体。”

鸟》，杜运燮的《山》
《善诉苦者》，杭约赫的《启示》，

我们展示了战乱年代人们无家可归，爱情与垃圾为

“寂寞”这一自古就有的人类情绪，李商隐这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
“九叶”诗人反讽观照下的创作通

唐湜的《 背剑者》，袁可嘉的《 沉钟》，等等 ；他们

伍的残酷现实，应该说杜运燮向我们勾画的“月”大

表现：
“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15] 诗人把人置于

过对事实现象的相反或相对角度的揭示，让我们获

更触及现代诗人艺术家以及艺术作品，抒写艺术带

大颠覆了“月”的传统内涵。

空间（“天涯”）和时间（“日斜”）的边缘，又与“春

[1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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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穆旦是从情绪经验内涵对现代诗意象提

为欲望的象征，
“绿色的火焰”寓示着“草”的欲望，

嚣着居住”，
“ 结群而隔离，他们没有快乐”；他们

20 世纪 40 年代的现实里蕴含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出了新要求，那么袁可嘉在总结 20 世纪 40 年代新诗

“花朵/反抗着土地”喻示着“花”的欲望，当欲望代

“诅咒命运的刻薄”，他们“每家的田里”
“涂写太多

中的现代性。陈敬容为我们这样描述：
“现代是一个

潮时称之为“ 感性革命”，则强调从诗艺角度把情

表一种生命的力量，它确实是美丽的（“看这满园的

的‘你’
‘我’”，所谓“杰作”其实是人类彼此隔膜、

复杂的时代，无论在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

绪经验转化为“感性”意象的重要性。袁可嘉认为，

欲望多么美丽”
）。但诗人在下一段笔锋一转，由自然

自私自利的真相。诗的第三段，在确信“上帝”已经

上，思想上，和感情上。作为一个现代人，总不可能

“感性革命”一方面体现了现代诗人情绪经验从感性

物联类到“二十岁”青春的身体，他们身体的和理想

看清人类真相之后，猜测“上帝”的态度会如何呢。

怎么样单纯。……所谓诗的现代性，据我个人的理

向知性深入的趋势，另一方面体现为诗人的知性情

的欲望像春天一样被点燃，但他们却无法歌唱（“一

他沉醉于“微风”
“远山”
“白色的鸟翅”和“云影”，

解，是强调对于现代诸般现象的深刻而实在的感受：

绪体验与感觉化意象的结合，而诗的新方向正体现

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
），他们命运的结局是“被点

但就是对“湖树后面”的“村落”视而不见。正如瑞

[7]62

无论是诉诸听觉的，视觉的，内在和外在生活的。”

了知性和感性相融合的特征。但对于“九叶”诗人整

燃，卷曲又卷曲，却无处归依”，理想遭到现实的一

恰慈所说，
“反讽性观照”在诗创作中体现为“通常

时代要求诗的现代性转型，穆旦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

体创作来说，他们“感性革命”的范围更广，包括一

再打击无法实现。诗人的抒写让我们触摸到一个更大

互相干扰、冲突、排斥、互相抵消的方面，在诗人手

初就提出中国新诗要有“新的抒情”，以区别于旧的

切来源于现代生活的情绪、感觉与意象的化合。而

的历史现实，那就是在抗日战争背景下，中国年轻一

抒情（自然风景加牧歌情绪）。从诗的情绪经验方面，

“九叶”诗人创作的现代性正从“新的抒情”和“感

代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抱负无法正常实现的痛苦，以

人间的真相抵消了“上帝”自以为创造了“杰作”的

他认为“ 新的抒情”应该超越中国传统诗多愁善感

性革命”结合之后的意象内涵营造、意象呈现方式以

及他们依然执着于追求的精神（“痛苦着，等待伸入

伟大，而把“上帝”从他的宝座上拉了下来，由此揭

的狭窄抒情范围；从诗意象范围，他主张诗的意象生

及意象结构逻辑体现出来。

新的组合”）。郑敏的《春天》也并非描写春天，而是

示出上帝造物的虚妄以及上帝本身的虚妄。杜运燮

活化，他认为“新的抒情”应该遵守的，不是几个意

“九叶”诗人创作中不乏传统意象，但他们赋予

从绘画、音乐和舞蹈三个角度抒写春天到来时的抽

《追物价的人》，把“物价”喻为“抗战的红人”，在

象的范围，而是诗人生活所给的范围，诗人可以应用

传统意象以现代性思考与情绪内涵。如辛笛的《 月

象感觉。春天来自冬天，必然与冬天的沉重相连，诗

揭示它飞涨的同时，诗人带我们看它的幕后是“ 要

他所熟悉的事物，如田野、码头、机器或者花草；而

光》中的“月光”意象，就不再是传统寄托乡愁与相

人认为春天是“用/沉重的声音宣布它的希望”，而这

人”
“阔人”的追捧，在轻松诙谐中暗示了诗人的第

在创作上他主张“有理性地”进行“新的抒情”，以

思的月光，而是被人格化，寓意高洁的人性，代表一

“沉重”源于春天穿透“冷硬的冬天土地”化冻的感

种具有奉献精神的清亮情操（“你充沛渗透泻注无所

觉。写到春天的生长，诗人把它幻化为一位“缓缓地

不在/……/一种清亮的情操一种渴想”）；不仅如此，

站起”的舞者，
“用她那‘生’的手臂/高高承举”
，形

[14]111

中结合成一个稳定的平衡状态”

。杜运燮正是以

一重批判。第二重批判似乎指向“追物价的人”，讽

达到情绪和意象的健美糅合

[10]60-61

。

刺他们的四种心理：一是决不能落后于伟大时代的

从“新的抒情”内涵来看，
“九叶”诗人创作的

“英雄”心理；二是怕被人嘲笑的恐惧心理；三是唯

表现视域是很广泛的。他们的笔触及现代都市生活

还被注入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格，象征他们奉献

象逼真。而陈敬容的《逻辑病者的春天》则在赋予春

恐自己追不上的自卑心理，四是看见人家在飞，自己

以及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如“ 电灯照明在无人的大

但沉默的理性品质（“你照着笑着沉默着抚拭着”），

天哲学意义（即万物都必经转化过程）的前提下，抒

也必须迎头赶上的逞强心理。但透过这种种荒诞的

厅里 / 电风扇旋转在无人的居室里”（辛笛《 夏日小

以及针砭时事的大胆精神（“大声雄辩着微妙地讽喻

写现代都市社会病态的现实，揭露政治高压（“阳光

心理现实，诗的结尾“即使是轻如鸿毛的死，/也不

诗》），
“街上灯光已开始闪熠/都市在准备一个五彩

着”），更赞颂他们具有义无反顾的创造精神（“生来

里有轰炸机盘旋”），现代人生存的处境（“我们是现

要计较，就是不要落伍”才真正透露出诗人的真实态

的清醒……/喂，流浪人，你听/音乐、音乐，假若那

须为创造到死不能休”），这也是诗人自己在现代社

代都市里/渺小的沙丁鱼”，
“筑起意志的壁垒……/你

度，他真正要批判的是时代潮流对于个体生命的裹

也算音乐”（陈敬容《黄昏，我在你的边上》），
“从

会追求的人格目标；而诗中“月光”还象征诗人追求

宽恕着/又痛恨着你自己”
），普通人的命运（
“而无数

挟和碾压，而诗人同情的是个体生命在时代潮流面

办公房到酒吧间铺一条单轨线，/人们花十小时赚钱，

的艺术美，即如贝多芬弹奏的《月光奏鸣曲》，但作

童工在工厂里，/被八小时十小时以上的/苦工，摧毁

前别无选择的无奈与痛楚。
“九叶”诗人中以杜运燮

花十小时荒淫。”（袁可嘉《 上海》），
“ 从中心压下

为一位执着于高洁人性和一切艺术美追求的现代人，

着健康”），人们的希望“渴死在绝望里”。但诗人以

运用反讽视角创作最为突出，他的《善诉苦者》
《狗》

挤在边沿的人们/已准确地踏进八小时的房屋”（穆

诗人在诗中最后表达的却是无奈和遗憾（“我如虔诚

“每一个终结后面又一个开始”给人们信心，同时又

以反讽视角对知识分子的软弱和奴性弱点进行反思

旦《裂纹》），更有杭约赫《复活的土地》和唐祈《时

献祭的猫弓下身/但不能如拾穗人拾起你来”），而这

给人们严肃的提醒：做永远的行动者，不要放弃（
“一

与批判。其他如杭约赫的《知识分子》是为沉溺于求

间与旗》中关于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大片段城市风景

正是辛笛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理想与现实

旦你如果忽然停住，/不管愿不愿，那就是死”
）。

取功名的旧知识分子画像。袁可嘉的政治讽刺诗《进

抒写；他们记录下战乱中的中国现实，如杜运燮的

充满矛盾的真实写照。又如杜运燮的《月》，在尊重

城》
《上海》和《南京》，以反讽视角描画了抗战后国

《夜》和《月》，杭约赫的《寄给北方的弟弟》
《噩梦》，

“月”的传统内涵（寓意“忠实的纯洁爱情”）的同时，

列实物、场景，一连串事件来表现某种特定的情感，

统区城市经济通货膨胀，达官贵人荒淫无度，政府官

袁可嘉的《 冬夜》
《 旅店》；他们关注大时代背景下

更多赋予它以现代性内涵，向我们揭示了一轮战争

艺术上的“ 不可避免性”在于外界事物和情感之间

员推卸责任无所作为，而国民政府在国际上一味依

小人物的处境和命运，如穆旦的《赞美》，袁可嘉的

环境下的“月”：
“寒冷而没有人色”，白天“永远躲

的完全对应 [13]13。艾略特对于“客观对应物”的解释

赖美国政府的社会乱象。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认

《难民》，郑敏、唐祈的小人物系列诗，以及剖析和反

在家里”，
“晚上才洗干净出来”，到天亮“因为打寒

大大拓展了“九叶”诗人的意象观念和视野，拓宽了

艾略特认为，
“客观对应物”换句话说是用一系

为：
“在更高的意义上，反讽不是指向这个或那个具

思知识分子自我在大时代背景下的心灵轨变和追求，

噤才回去”，打破了人们对它的美好期望，而代之以

他们诗歌意象的呈现方式，并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

体的存在，而是指向某个时间或情状下的整个现实

如辛笛的《识字以来》
《姿》
《手掌》，陈敬容的《飞

诗人在战时恐惧不安的感受。更以“月”为视角，向

体现出来。

……它不是这个或那个现象，而是经验的整体。”

鸟》，杜运燮的《山》
《善诉苦者》，杭约赫的《启示》，

我们展示了战乱年代人们无家可归，爱情与垃圾为

“寂寞”这一自古就有的人类情绪，李商隐这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
“九叶”诗人反讽观照下的创作通

唐湜的《 背剑者》，袁可嘉的《 沉钟》，等等 ；他们

伍的残酷现实，应该说杜运燮向我们勾画的“月”大

表现：
“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15] 诗人把人置于

过对事实现象的相反或相对角度的揭示，让我们获

更触及现代诗人艺术家以及艺术作品，抒写艺术带

大颠覆了“月”的传统内涵。

空间（“天涯”）和时间（“日斜”）的边缘，又与“春

[1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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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
“九叶”诗人创作再回眸——纪念《九叶集》出版 40 周年

日”的热闹相隔，从时空两个维度抽象地暗示了诗

线希望发出祈求——“来吧，我们联合在一起”
，想再

巴黎的姊妹的真实面目。第四节是诗人的总结并预

《寂寞》、陈敬容的《逻辑病者的春天》、唐祈的《严

人寂寞心境的由来。时间进入现代，辛笛的《寂寞所

一次作出摆脱寂寞的努力。但同时诗人作为现代人的

示了这一大都市“最末的一刻时辰”必将到来。唐湜

肃的时辰》、袁可嘉的《上海》等诸篇可以看出，
“九

自来》则增加了更多具体细节，运用了场景描述、感

理性也呈现了出来，而全诗的诗意因诗人全新的感悟

评价全诗是“ 一幅巨大的政治意象画，几乎勾描了

叶”诗人创作体现了现代诗结构两大要素 ：想象逻

[16]

受及现象陈述相结合的方式来抒写一名现代知识分

而发生转折：
“忽然，我悟到：/我是和一个/最忠实的

当时世界与中国政治斗争的整个面貌” 。而如此繁

辑在诗歌意象组合中起着关键作用，诗中系列意象

子的寂寞。诗前 3 行是现代“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感

伴侣在一起。”主人公“我”就此完成从试图摆脱到

复且概括性强的诗内容，正得益于诗人通过感觉化

或片段场景的呈现各自具有空间延展性，但彼此之

觉描述，构成诗人寂寞的第一重来源。
“两堵矗立的

接受，从抗拒到相伴的心理转变，而“寂寞”也因此

的大片段描述把诗歌连缀成庞大的整体。

间的组织安排具有跳跃性，这就与以时间为逻辑的

大墙”意象让人想起陈敬容诗中所说的现代人“ 筑

在现代诗人笔下获得全新的意义内涵，它的相伴让

艾略特曾说：
“诗人如果不掌握散文体就写不出
[13]181

散文式叙事不同。与此同时，诗的主题情绪节奏却具

起意志的壁垒”，正是辛笛对于现代人际关系的抽象

诗人获得看世界的全新视角，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

层次丰富的作品。”

但现代诗人如果只是让大片

有时间延展性，始终蕴含于系列意象和片段场景之

赋形，各自竖起意志的高墙自我封闭又相互防范，于

情感、思想、成长经历甚至最后的死亡，她由此探寻

段的描写和叙述进入现代诗空间，很可能使现代诗

中，形成一条贯穿于全诗的情绪发展主线，从而保证

是现代“人”的生存希望恰似“一线青天”，很狭窄。

到“生命原来是一条滚滚的河流”。生命最严肃的意

成为散文的变体。那么“ 九叶”诗人是如何来维护

了全诗结构的统一。

4～5 行是诗人对社会政治氛围的感受，他使用了反

义是勇敢迎接一切磨难的洗礼，去战胜寂寞以及“人

诗的特性的呢？袁可嘉认为：
“现代人的结构意识的

《 九叶集》是一个窗口。当今天历史再次聚焦

问句，意指整个社会没有自由的空气，社会没有形成

类一切渺小，可笑和猥琐/的情绪”。

重点在想象逻辑，……只有诗情经过连续意象所得

《九叶集》，我们以细察的视角来回顾“九叶”诗人创

对真理的追求潮流，寓意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收效

袁可嘉曾以艾略特《 荒原》为例来说明现代诗

[3]19

的演变的逻辑才是批评诗篇结构的标准。”

由此反

作，
“九叶”诗人秉承的“求真”理念内含着一种人

甚微。6～8 行是诗人对身处社会现实的描述，
“惊心

人可以通过诗的形式来反映现代文明、人生和社会。

观《复活的土地》节选部分，杭约赫正是以“想象逻

格坚守，他们在创作中以忠实于自我“感觉的真”去

触目的只有城市的腐臭和死亡”。对社会民主政治和

那么“ 九叶”诗人如何来反映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

辑”为诗思方式，集结了关于上海的种种经验：充满

揭示时代现实在诗人内心的情绪投影，追索时代现

现实的失望构成诗人寂寞的第二重来源。诗的最后 4

现实呢？凝练如辛笛的《风景》，以一针见血的形象

了谎言的舆论世界、噩梦般的个体感触世界、垃圾堆

实背后真相与本质精神，由此完成了对“艺术的真”

行是诗人对自己的寂寞感受作整体观，一方面源于

描述（“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一节接着一节社会

式的真实世界、充满幻象的荒淫世界、充满了掠夺和

的追求。而作为现代诗人，他们接受了西方戏剧化诗

他清醒的认识——“宇宙是庞大的灰色象”，另一方

问题”）和系列意象串联来揭示诗的主题：
“都是病，

角逐的欲望世界，表面看起来不同而实际是从各个

和诗意象观的影响，在实际创作过程中有意隐藏诗

面是诗人“ 呼喊”的努力像“ 落在虚空的沙漠里”，

不是风景！”而唐祈、杭约赫等则尝试以大片段场景

侧面指向一个中心主题，即上海是一个充满了欲望

人“自我”，让诗歌作“戏剧化”的客观表现，他们

得不到社会回应和支持，这才真正揭示出作为一名

描述对时代作出诗的概括。杭约赫的《复活的土地》

的荒淫的海，人们吮吸它，最后被它吞噬的真相，而

以多维视角及反讽视角来替代诗人“ 自我”视角的

想报效祖国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深层无奈和寂寞来源。

第二章“ 饕餮的海”集中于抗战胜利后上海的真实

诗人预示了它必将改变的结局。可以看出，一方面种

直接呈现，避免诗人感情的直接抒发；他们在创作

郑敏的《 寂寞》仿佛是运用场景描述和内心独

面影刻画和本质揭示，其中运用了大片段的具象描

种经验的集结使诗篇意义扩大、加深和增重，另一方

中显示了开阔的意象视野，赋予诗意象以现代性内

白来完成的现代人“我”感受寂寞、渴望摆脱寂寞并

述。如第一节要揭露上海是一间让人窒息的弥漫着

面各个侧面都指向诗的中心主题又使分散的片段完

涵，实现了大跨度大容量的意象组合，而又以情绪主

最终战胜寂寞的小型心理剧。全诗可分为四幕场景，

噩梦和虚妄的屋子：从一个晨跑的场景进入，以诗

成了全诗结构的统一，使《复活的土地》具有史诗般

线贯穿完成了全诗结构的谨严与完整。40 年后的今

第一幕为门前“矮小的棕榈树”的描述：
“当黄昏的

人接过一张报纸作为过渡来揭示上海是充斥着虚妄

的构架和意义。再从上述辛笛的《月光》
《寂寞所自

天，
“九叶”诗人创作中的主体性坚持及现代性探索

天光/照着它独个站在/泥地和青苔的绿光里”，触发

言论的世界（“摊开这臃肿着谎言的报纸”）。而同时

来》、杜运燮的《月》、穆旦的《春》、郑敏的《春天》

仍然值得当代诗人去体悟和借鉴。

诗人内心感受——“我是寂寞的”，并作自我境况描

以晨跑透过的“层层迷雾”，引发诗人对现实的感触，

述：
“当白日将没于黑暗，/我坐在屋门口……”
，她又

“刀光剑影”和“杀伤”、不安和“危难”构筑了诗人

联想到“那啄着水的胸膛的燕子”和“早春的大树”，

噩梦般感触的现实世界。第二节诗人要带我们去看

意识到它们和我都是独自而寂寞的。第二幕诗人继续

清上海真实的市容，他以一个片段揭示上海的肮脏

通过联想确认寂寞的普遍存在，以及表达想摆脱寂寞

（“ 见不着阳光的沟渠”淌出“ 发酵的污水”）；以一

的渴望。她引入“两块岩石”
“两棵大树”
“两个格子”

个片段揭示“高大的建筑物”背后的真实景象：高楼

作为意象，确认人与人“只不过是一扇玻璃窗/上的

是燃烧起的“欲望”，而“人”的位置如同“可怜的

两个格子，/永远地站在自己的位子上”。但她渴望着

蚂蚁”一样渺小，一样被践踏和失踪；以一个片段揭

一个灵魂和肉体相融合的“混合的生命”。第三幕是

示人们幻象中的天堂上海——诗人采用反讽的语调，

[8] 郑敏.唐祈诗选：序[M]//唐祈.唐祈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1.

诗人对自我寂寞感受的再度确认。她反问自己“世界

巧妙地以流行于上海的靡靡之音串联起“音乐”
“人

[9] 唐祈.唐祈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65.

上有哪一个梦/是有人伴着我们做的呢”
，最后得出结

潮”及“马达”等意象场景，寓意上海如同音乐的牢

论“人们各自/生活着自己的生命”正如“一块块的

狱，囚禁人们在糜烂的音乐泥淖里。诗的第三节揭示

岩石”
“一棵棵的大树”和“一个不能参与的梦”。至

“异国人”在这块土地上所施行的种种劣迹，以正告

此经过步步确认寂寞已然成为一个注定的残酷事实，

那些遗忘了“辛酸的历史”，而“遗失在白痴的狂欢

那么诗人的情绪是否就此像古人一样陷入寂寞的泥

里”的人，告诉来到这里的“淘金的”
“享乐的”和

塘而徒增悲伤和无奈呢？诗人真实呈现的是现代人

“追求理想的年青人”，他们来吮吸这个海也会被它

心理的复杂性，第四幕开始诗人仍然固执地抱有一

所吞噬，揭开了这“文明”的都市——纽约、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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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
“九叶”诗人创作再回眸——纪念《九叶集》出版 40 周年

日”的热闹相隔，从时空两个维度抽象地暗示了诗

线希望发出祈求——“来吧，我们联合在一起”
，想再

巴黎的姊妹的真实面目。第四节是诗人的总结并预

《寂寞》、陈敬容的《逻辑病者的春天》、唐祈的《严

人寂寞心境的由来。时间进入现代，辛笛的《寂寞所

一次作出摆脱寂寞的努力。但同时诗人作为现代人的

示了这一大都市“最末的一刻时辰”必将到来。唐湜

肃的时辰》、袁可嘉的《上海》等诸篇可以看出，
“九

自来》则增加了更多具体细节，运用了场景描述、感

理性也呈现了出来，而全诗的诗意因诗人全新的感悟

评价全诗是“ 一幅巨大的政治意象画，几乎勾描了

叶”诗人创作体现了现代诗结构两大要素 ：想象逻

[16]

受及现象陈述相结合的方式来抒写一名现代知识分

而发生转折：
“忽然，我悟到：/我是和一个/最忠实的

当时世界与中国政治斗争的整个面貌” 。而如此繁

辑在诗歌意象组合中起着关键作用，诗中系列意象

子的寂寞。诗前 3 行是现代“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感

伴侣在一起。”主人公“我”就此完成从试图摆脱到

复且概括性强的诗内容，正得益于诗人通过感觉化

或片段场景的呈现各自具有空间延展性，但彼此之

觉描述，构成诗人寂寞的第一重来源。
“两堵矗立的

接受，从抗拒到相伴的心理转变，而“寂寞”也因此

的大片段描述把诗歌连缀成庞大的整体。

间的组织安排具有跳跃性，这就与以时间为逻辑的

大墙”意象让人想起陈敬容诗中所说的现代人“ 筑

在现代诗人笔下获得全新的意义内涵，它的相伴让

艾略特曾说：
“诗人如果不掌握散文体就写不出
[13]181

散文式叙事不同。与此同时，诗的主题情绪节奏却具

起意志的壁垒”，正是辛笛对于现代人际关系的抽象

诗人获得看世界的全新视角，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

层次丰富的作品。”

但现代诗人如果只是让大片

有时间延展性，始终蕴含于系列意象和片段场景之

赋形，各自竖起意志的高墙自我封闭又相互防范，于

情感、思想、成长经历甚至最后的死亡，她由此探寻

段的描写和叙述进入现代诗空间，很可能使现代诗

中，形成一条贯穿于全诗的情绪发展主线，从而保证

是现代“人”的生存希望恰似“一线青天”，很狭窄。

到“生命原来是一条滚滚的河流”。生命最严肃的意

成为散文的变体。那么“ 九叶”诗人是如何来维护

了全诗结构的统一。

4～5 行是诗人对社会政治氛围的感受，他使用了反

义是勇敢迎接一切磨难的洗礼，去战胜寂寞以及“人

诗的特性的呢？袁可嘉认为：
“现代人的结构意识的

《 九叶集》是一个窗口。当今天历史再次聚焦

问句，意指整个社会没有自由的空气，社会没有形成

类一切渺小，可笑和猥琐/的情绪”。

重点在想象逻辑，……只有诗情经过连续意象所得

《九叶集》，我们以细察的视角来回顾“九叶”诗人创

对真理的追求潮流，寓意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收效

袁可嘉曾以艾略特《 荒原》为例来说明现代诗

[3]19

的演变的逻辑才是批评诗篇结构的标准。”

由此反

作，
“九叶”诗人秉承的“求真”理念内含着一种人

甚微。6～8 行是诗人对身处社会现实的描述，
“惊心

人可以通过诗的形式来反映现代文明、人生和社会。

观《复活的土地》节选部分，杭约赫正是以“想象逻

格坚守，他们在创作中以忠实于自我“感觉的真”去

触目的只有城市的腐臭和死亡”。对社会民主政治和

那么“ 九叶”诗人如何来反映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

辑”为诗思方式，集结了关于上海的种种经验：充满

揭示时代现实在诗人内心的情绪投影，追索时代现

现实的失望构成诗人寂寞的第二重来源。诗的最后 4

现实呢？凝练如辛笛的《风景》，以一针见血的形象

了谎言的舆论世界、噩梦般的个体感触世界、垃圾堆

实背后真相与本质精神，由此完成了对“艺术的真”

行是诗人对自己的寂寞感受作整体观，一方面源于

描述（“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一节接着一节社会

式的真实世界、充满幻象的荒淫世界、充满了掠夺和

的追求。而作为现代诗人，他们接受了西方戏剧化诗

他清醒的认识——“宇宙是庞大的灰色象”，另一方

问题”）和系列意象串联来揭示诗的主题：
“都是病，

角逐的欲望世界，表面看起来不同而实际是从各个

和诗意象观的影响，在实际创作过程中有意隐藏诗

面是诗人“ 呼喊”的努力像“ 落在虚空的沙漠里”，

不是风景！”而唐祈、杭约赫等则尝试以大片段场景

侧面指向一个中心主题，即上海是一个充满了欲望

人“自我”，让诗歌作“戏剧化”的客观表现，他们

得不到社会回应和支持，这才真正揭示出作为一名

描述对时代作出诗的概括。杭约赫的《复活的土地》

的荒淫的海，人们吮吸它，最后被它吞噬的真相，而

以多维视角及反讽视角来替代诗人“ 自我”视角的

想报效祖国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深层无奈和寂寞来源。

第二章“ 饕餮的海”集中于抗战胜利后上海的真实

诗人预示了它必将改变的结局。可以看出，一方面种

直接呈现，避免诗人感情的直接抒发；他们在创作

郑敏的《 寂寞》仿佛是运用场景描述和内心独

面影刻画和本质揭示，其中运用了大片段的具象描

种经验的集结使诗篇意义扩大、加深和增重，另一方

中显示了开阔的意象视野，赋予诗意象以现代性内

白来完成的现代人“我”感受寂寞、渴望摆脱寂寞并

述。如第一节要揭露上海是一间让人窒息的弥漫着

面各个侧面都指向诗的中心主题又使分散的片段完

涵，实现了大跨度大容量的意象组合，而又以情绪主

最终战胜寂寞的小型心理剧。全诗可分为四幕场景，

噩梦和虚妄的屋子：从一个晨跑的场景进入，以诗

成了全诗结构的统一，使《复活的土地》具有史诗般

线贯穿完成了全诗结构的谨严与完整。40 年后的今

第一幕为门前“矮小的棕榈树”的描述：
“当黄昏的

人接过一张报纸作为过渡来揭示上海是充斥着虚妄

的构架和意义。再从上述辛笛的《月光》
《寂寞所自

天，
“九叶”诗人创作中的主体性坚持及现代性探索

天光/照着它独个站在/泥地和青苔的绿光里”，触发

言论的世界（“摊开这臃肿着谎言的报纸”）。而同时

来》、杜运燮的《月》、穆旦的《春》、郑敏的《春天》

仍然值得当代诗人去体悟和借鉴。

诗人内心感受——“我是寂寞的”，并作自我境况描

以晨跑透过的“层层迷雾”，引发诗人对现实的感触，

述：
“当白日将没于黑暗，/我坐在屋门口……”
，她又

“刀光剑影”和“杀伤”、不安和“危难”构筑了诗人

联想到“那啄着水的胸膛的燕子”和“早春的大树”，

噩梦般感触的现实世界。第二节诗人要带我们去看

意识到它们和我都是独自而寂寞的。第二幕诗人继续

清上海真实的市容，他以一个片段揭示上海的肮脏

通过联想确认寂寞的普遍存在，以及表达想摆脱寂寞

（“ 见不着阳光的沟渠”淌出“ 发酵的污水”）；以一

的渴望。她引入“两块岩石”
“两棵大树”
“两个格子”

个片段揭示“高大的建筑物”背后的真实景象：高楼

作为意象，确认人与人“只不过是一扇玻璃窗/上的

是燃烧起的“欲望”，而“人”的位置如同“可怜的

两个格子，/永远地站在自己的位子上”。但她渴望着

蚂蚁”一样渺小，一样被践踏和失踪；以一个片段揭

一个灵魂和肉体相融合的“混合的生命”。第三幕是

示人们幻象中的天堂上海——诗人采用反讽的语调，

[8] 郑敏.唐祈诗选：序[M]//唐祈.唐祈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1.

诗人对自我寂寞感受的再度确认。她反问自己“世界

巧妙地以流行于上海的靡靡之音串联起“音乐”
“人

[9] 唐祈.唐祈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65.

上有哪一个梦/是有人伴着我们做的呢”
，最后得出结

潮”及“马达”等意象场景，寓意上海如同音乐的牢

论“人们各自/生活着自己的生命”正如“一块块的

狱，囚禁人们在糜烂的音乐泥淖里。诗的第三节揭示

岩石”
“一棵棵的大树”和“一个不能参与的梦”。至

“异国人”在这块土地上所施行的种种劣迹，以正告

此经过步步确认寂寞已然成为一个注定的残酷事实，

那些遗忘了“辛酸的历史”，而“遗失在白痴的狂欢

那么诗人的情绪是否就此像古人一样陷入寂寞的泥

里”的人，告诉来到这里的“淘金的”
“享乐的”和

塘而徒增悲伤和无奈呢？诗人真实呈现的是现代人

“追求理想的年青人”，他们来吮吸这个海也会被它

心理的复杂性，第四幕开始诗人仍然固执地抱有一

所吞噬，揭开了这“文明”的都市——纽约、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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