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DOCTORAL THESIS

盪懷生家國: 中國新詩與現代性 1917-37
劉偉成

Date of Award:
2019

Link to publication

General rights
Copyrigh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for the publications made accessible in HKBU Scholars are retained by the authors and/or other
copyright owners. In addition to the restrictions prescribed by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of Hong Kong, all users and readers must also
observe the following terms of use:

            • Users may download and print one copy of any publication from HKBU Scholars for the purpose of private study or research
            • Users cannot further distribute the material or use it for any profit-making activity or commercial gain
            • To share publications in HKBU Scholars with others, users are welcome to freely distribute the permanent URL assigned to the
publication

Download date: 24 May, 2023

https://scholars.hkbu.edu.hk/en/studentTheses/8bc05724-78ef-4e56-be5e-180e9088afcc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Doctor of Philosophy

THESIS ACCEPTANCE

DATE: August 7, 2019

STUDENT'S NAME: LAU Wai Shing

THESIS TITLE: 盪懷生家國: 中國新詩與現代性 1917-37
A Project on Chinese Poetry and Modernity 1917-37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e above student's thesis has been examined by the following panel
members and has received full approval for acceptance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Chairman: Prof Wee Lian He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KBU
(Designated by the Dean of Faculty of Arts)

Internal Members: Dr Wong Kwok Ku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Creative Writing, HKBU
(Designated by the Head of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Creative Writing)

Dr Tong Yu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Creative Writing, HKBU

External Members: Prof Chan Kwok Kou Leonard
Chair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 Fan Sin Pi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attendance: Prof Lo Kwai Cheu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Creative Writing, HKBU

Issued by Graduate School, HKBU



i 
 

 

盪懷生家國：中國新詩與現代性 1917-37 

 

A Project on Chinese Poetry and Modernity 1917-37 

 

 

劉偉成 

 

 

哲學博士學位課程 

 

 

導師： 

羅貴祥教授（香港浸會大學） 

 

 

二零一九年八月 

 

 



i 
 

 

聲 明 

 

本文是本人於香港浸會大學修讀哲學博士學位課程期間完

成的論文。此論文從未在其他學院發表作為考取文憑、學位

或其他學歷之用。 

 

我已閱畢大學現行的研究倫理指引，按照大學研究倫理委員

會（REC）規定的步驟進行研究，並為此負責。我已盡可能

識別在研究中可能產生之風險，並已取得相關的研究倫理和

安全批核，亦明白我在當中的責任和研究參與者之權利。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二零一九年八月 

 

  



ii 
 

提 要 

 

現代性，在 19 世紀初傳入中國時，只算是願景，成為晚清以後知

識份子推動社會改革的目標；而詩，則是幾千年來的中國文化精粹，

是士人操持的語言。兩個分別屬於過去和未來的理念卻多次給譚嗣同、

梁啟超、黃遵憲、胡適等先鋒拉在一起，試圖以解放詩體帶動社會改

革 —— 新詩便是以「修身到治國」的推展模式成就的「現代傳統」。

在第一重的推展中，周作人率先以〈小河〉實踐其所謂的「人的文學」，

聞一多有感於滿目瘡痍的文化景象，以「休息的馳態」，勉勵人伺機

而動；在第二重的推展中，魯迅、徐志摩以散文詩來包容「現代鄉愁」

中的文化矛盾，保住了時代的開放性；在第三重的推展中，曹葆華、

李金髮和侯汝華進一步擴大接收的面向，通過翻譯外國的詩論和詩作

鞏固新詩的格局，拓展風格。論文題目中的「盪懷生家國」所涉的就

是此層層推展的家國關懷。中國的現代性或許就是那以借來的現代性

為目標的追尋，令近代中國掉入了如此弔詭：當國家因救亡的迫切需

要而從西方承接了「實用現代性」以興產業、壯國防；而中國詩歌幾

千年以來都是最能啟蒙民心的「抒情傳統」的載體，它的發展在「詩

體解放」後卻遭到忽略，連同其中所包含的「審美現代性」也遭到壓

抑—— 中國詩人嘗試掙脫個人抒懷和羣治籌謀的矛盾的困鎖，將自



iii 
 

己歸化到歷史發展的大勢中去推動社會發展，遂激起上述的重重波

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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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ity that first reached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was probably regarded as a vision for those intellectuals to drive 

the social reform; poetry, which is the essenc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for 

several thousand years, was mastered b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lar-officials. These two concepts, one rooted in the past and one 

projected for the future, had been drawn together by those pioneers like 

Tan Si-tong, Liang Qi-chao, Huang Zun-xian, Hu Shi, with the intention 

to drive the social reform through the liberation of poetry—modern 

poetry is the “modern tradition” generated by the traditional norm of 

advancing the influence from oneself to the whole nation. In the first 

stage, Zhou Zuo-ren’s masterpiece “Little River”was the practice of his 

proposition of “Humanities Literature”, and Wen Yi-duo invented the 

“resting mode” to encourage intellectuals to wait patiently and grasp the 

opportunities to reform the society. In the second stage, Lu Xun and Xu 

Zhi-mo both embraced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nostalgia” 

through their “poetic prose”, maintaining the cultural openness in that era. 

In the third stage, Cao Bao-hua, Li Jin-fa, Hou Yu-hua further enlarged 

their receiving aspects for Western nutrients through their translations of 

critiques and masterpieces of poetry, to strengthen the aura of “vernacular 

poetry” by introducing various new styles. Chinese modernity perhap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pursuit of this borrowed modernity as a target, 

leading modern China into this paradox: when practical modernity was 

successfully inherited from the Wes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v 
 

military in order to rescue the country, Chinese poetry, which was 

renowned as the best vehicle of its “lyric tradition” for national 

enlightenment for several thousand years, its development was neglected 

after “poetry liberation” and even the  “aesthetic modernity” in which it 

embodied was also indisputably suppressed—— the Chinese poets 

attempted to break loose from the predicament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personal feeling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social 

reform, they let themselves to be drawn into the huge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progress and thus triggered 

the different tiers of waves mentioned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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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1 中國詩傳統與現代性的關係 

 五四，距今剛好一個世紀，可說是中國文化思想發展上極為重要的里程碑。

周策縱在六十年代於海外出版的大作《五四運動史》以「現代中國的知識革命」

來形容。1依周的定義，所謂「知識革命」，除了包括「知識」，還包括「思想」

和「理性」兩個層次的革新，並兼指此乃為「知識份子」倡導的運動。2周以「詩

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為《五》書中文版序的標題。3此語為漢朝《鹽

鐵論》中引用孔子的兩句話，可說是僻典，兩句話的意思是「《詩經》的作者」

（詩人）痛恨天下無道，難以沉默不語；「我」（丘，即孔子）恨天下禮樂崩壞，

不能退隱不管。周指這是多年來自己的座右銘，亦是「五四精神」的體現。雖然

周並沒有明言，「不能默」、「不能伏」之後可以怎樣，但已傳達了「詩人」為人

發聲、推動社會改革，讓紛亂時局回到「正軌」的心智力量。事實上在「五四」

以前，已不乏文化先鋒試圖以「詩體革命」作為改革社會風氣和模塑民風的有效

槓桿。例如在戊戌變法正式開始以前，譚嗣同等人便提出「詩界革命」的口號，

並嘗試創作所謂的「新學之詩」，但這種「詩體」旨在鼓勵人表達新思想，只注

重運用新詞，卻沿用古詩格式，並沒有在格律上予以鬆綁。戊戌變法失敗後，梁

啟超流亡日本，依舊鼓吹「詩界革命」，他認為之前「以堆滿紙新名詞為革命」

是不正確的路向，他繼而提出「該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的說法。4這樣的主張

                                                      
1
 《五四運動史》乃指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後來不少學者如金耀基都將書名副題中的

“Intellectual Revolution”譯為「思想革命」，但周策縱在〈「五四」五十年〉（載周策縱文集上

冊，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中闡釋該譯為「知識革命」。該文中周以《五四運動史》指涉

該著作，此處依之。該著作有多個中譯本，其中由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的中譯本，根據周策

縱在序言所述為較完善的版本，書名為《五四運動史—— 現代中國的知識革命》。 
2 “Intellectual”一詞也可以解作「知識份子」，可見這多重釋義並非後設追加的，而是作者成書

時已存在的想法。如果將之譯為「思想」便會失去了這重意義。 
3 見注 1 所標 2016 年出版的中譯本，頁 8。 
4
 見王一川：《中國現代性體驗的發生——清末民初文化轉型與文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

版社，2001，頁 26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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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得到強調「我手寫我口」（〈雜感〉）的黃遵憲的努力實踐，雖然還未能甩棄詩

的「古典性」，但突顯了「詩」處於中國文化核心的重要特質，往往成為知識份

子或社會改革先鋒「直搗黃龍」的目標。 

 

1.1 新詩與現代性 

周所云的「五四精神」相當於夏志清所謂「感時愛國」（Obsession with China）

的情懷5：「中國作家把中國的困境看作是中國所特有的，不同於其它國家」，李

歐梵在《劍橋中國史‧第十二冊‧民國篇（上）》第九章，〈文學趨勢 I：對現代

性的探求 1895-1927 年〉6中指中國作家因「感時愛國」而力圖解釋所處的現實

環境和社會政治的混亂，造成「傳統與現代性兩極尖銳的對立」：一方面對國家

腐敗感到厭惡，一方面又滿懷希望和獻身精神，期望貢獻家國，如此矛盾的心理，

「為本世紀最初 30 年代的中國『現代』文學創作和文學運動提供了基本的推動；

並顯示出與中國傳統文學和共產黨文學截然不同的『現代』性。」7
 如從中國文

學慣性推想，詩人「感時」的敏銳度和對傳統崩壞的慨歎度都應該較小說作家為

高，所面對的矛盾掙扎也應更為激烈，但李歐梵接着援引來闡釋中國現代性的都

是小說，主要的轉折過渡乃是梁啟超〈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所提出的理念，之

後的論述便開始導向晚清至魯迅一脈的小說發展。另外，如黃子平、黃繼持、陳

平原、王德威等文學評論者，在論述「中國現代性」時，多會以小說為論述對象

和舉證論據。誠然，魯迅等文學巨匠的小說作品所帶來的影響不容忽視，但奇怪

                                                      
5
 見 C.T. Hsia（夏志清）,‘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2
nd

 edition, pp. 533-536. 夏在該文中所謂的「感時愛國」略帶貶

意，乃影射當時的作家題材偏狹；後「感時愛國」演變為「感時憂國」的熟語，詞性上變得中

性，乃指作者「心繫家國」，在李歐梵的《現代性追求》中，便用「感時憂國」，屬中性用詞，

詳見本文第二章註 18 之引文。陳國球則將“obsession with China”譯為「情迷家國」（見陳國球：

《情迷家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因本文之後引用李歐梵的評論，為免混亂，

故此處依李的譯法。 
6
 此章本為〈追求現代性（一八九五—一九二七）〉收入《現代性的追求——李歐梵文化評論精

選集》，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之後成為《劍橋中國史‧第十二冊‧民國篇（上）》（台

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9）第九章時改名為〈文學趨勢 I：對現代性的探求 1895-1927 年〉。 
7 《劍橋中國史‧第十二冊‧民國篇（上）》，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9，頁 55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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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詩體革命明明在晚清時已經啟動，而且更是五四白話文運動的發端，所突顯

的現代性又不亞於小說，正如黃子平在〈歷史碎片以及中國詩的現代行程〉裏寫

道：「古老詩國遭逢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進入一個『非詩』的時代，仍然執迷

不悟要繼續寫詩；在戰爭、革命、流亡和商潮滾滾中，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

求音，凝聚詩思，錘煉詩形；其間累積的歷史創傷經驗，難道不是比小說、散文

等文類領域更尖銳地呈現了複雜的現代性、焦慮和僵局麼？近現代中國的抒情主

體、隱喻和象徵秩序、詩歌話語系統，不正是在這反覆解構和重建的歷史折騰中，

提供了最豐富的反思資源麼？」8
 出現如此偏側大概由於小說主題較集中，即使

不徵引內文，只要簡述主題情節，也可作深入討論。不像新詩，一本結集中往往

包含多首不同主題的作品，難以集中討論，加上詩有一定的含糊性，深意往往寄

託在遣詞用字和句構變化之間，實難以在不徵引作品的情況下理出詩人的創作原

委和作品意藴。不得不強調中國詩體發展並不是沒有學者和評論家關注，但研究

的對象則演變為「抒情傳統」，本文沒有依之，而是強調「中國新詩」在最初時

期如何呈現獨特的現代性，這是為何本文研究的時段要始於 1917 年中國新詩發

始的一年。 

 

周策縱在《五四運動史》中以 1917 年胡適、陳獨秀倡導的白話文運動為「五

四」的起始（這年也是《新青年》雜誌刊載第一首白話詩的年份），而不是以 1919

年5月4日三千多名大學生聚集在天安門抗議當時的政府接納辱華條款的運動為

觸發點，這意味周所謂的「五四」，除了「五四」運動外，還包括了「新文化運

動」的成分。而書中跟其他中國新文學史不同，周特闢一節述及「北京大學的改

革」在社會文化層面的影響：「由於受到教授們和《新青年》的激發，北京大學

與其他大學的學生獲得了對新思潮更明確的了解，並且在新思想運動中變得更活

躍。新潮社的會員都是先鋒分子，他們把運動當作是『思想革命』或『社會革命』，

                                                      
8 見《歷史碎片與詩的行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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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鼓勵讀者在中國介紹和傳播世界的『新思潮』。他們指出這次運動的精神應

當是批判精神，應用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警語，就是『重估一切價值』

（transvaluation of values）。更重要的是，他們『發願協助中等學校之同學，力求

精神上脫離』前代人物道德思想上的『感化』。」9
 這種「反傳統」以「求新」、

「求變」的現代性，基本上是繼承了當時西方常見的「資產階級」的現代性觀念，

較傾向吹捧科技和工具理性造福社會的力量，將之用在「富國強兵」方面當然相

當順理成章。10只是當歷史唯物主義令社會快速轉向以生產力的發展來衡量發展

的得失，只一味思索「現代化」的進程，彷彿這便是「現代性」的全部特質，便

令當初五四從「文化出發」的思索也沾上了「科學精神」的實利和效益的考量，

在急於求變求突破求新的年青校園中，胡適等教授的觀點便更易令青年人將科學

變成可以解救國難的「神」： 

 

科學的發達提高了人類的知識，使人門求知的方法更精密了，評判的能力

也更進一步了，所以舊宗教的迷信部分漸漸被淘汰到最低限度的信仰——上

帝的存在與靈魂的不滅——也發生疑問了。所以這個新宗教的第一特色是它

的理智化。近世文明仗着科學的武器，開闢了許多新世界，發現了無數新真

理，征服了自然界的無數勢力，叫電氣趕車，叫「以太」送信，真個作出種

種動地掀天的大事業來。人類的能力的發展使他漸漸增加對自己的信仰心，

漸漸把向來信天安命的心理變成信任人類自己的心理。11
 

 

林毓生指這種「科學宗教」是中國現代性的特徵，這暗示了五四初期，中國的現

代性乃是高舉從西方借來的現代性作為社會、文化改革的目標，並進行幾近狂熱

追趕的大氣候。12科學所包含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在西方教人

事事抱懷疑態度，令世界變得不再迷人。李長之在《迎中國之文藝復興》之所以

                                                      
9 見周策縱：《五四運動史》，頁 60。 
10

 見《劍橋中國史‧第十二冊‧民國篇（上）》，頁 610。 
11

 胡適：〈西洋文明的特質〉，《西洋文明的本質》，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頁 6。引

文中提及的「以太」乃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設想的一種物質；19 世紀的物理學家認為它

是一種電磁波的傳播媒質。後來的科學實驗表明「以太」不存在，「以太」理論已被科學界

拋棄。 
12

 林毓生：〈中國現代性的迷惘〉，載《「自覺」與中國的現代性》，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6，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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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認「五四」是中國的「文藝復興」亦是由於「工具理性」令文藝（特別是新詩）

變得「直白」，失去餘韻：「對朦朦糊塗說，明白清楚是一種好處；但就另一方面

說，明白清楚卻就是缺少深度。水至清則無魚，生命的幽深處，自然有煙有霧。」

13 這是西方科學理性跟傳統詩性傳統結合所呈現的矛盾，可說是以借來的現代

性為發展目標的中國現代性特徵——突顯「未完成度」的「中間矛盾」，是驅使

中國知識份子持續推進社會改革的氛圍。正如胡適強調以「白話」的「直白」作

為「新詩」的「創新」之特點，中國詩「抒情傳統」的革新似乎還未算成功，正

正是新詩的「最難攻克」之特質，最能吸引知識份子投入，令它變成了推動文化

發展的重要一環。這種「未完成性」在「五四」首二十年可說是最為激烈，這亦

是本文為何集中探討這個時段新詩發展的原因之一。 

 

1.2 從實用現代性到審美現代性 

 

當強調理性科學成了迷信對象，其工具理性便因不容置疑而不再可以發揮

功能，科學成了「偽宗教」（pseudo-religion）。林毓生指這種「科學迷信」，反而

使世界重新讓人着迷，甚至令人在「三重秩序崩潰」（「三重」即傳統的政治文化、

道德和社會秩序）中感受到奇理斯瑪的（charismatic）的震憾，14令本來理性的

思辯又變成詩性的迷醉，將本來按壓下去的感性渴求重新翻到抒情的表層上去。

15以白話作詩的詩人，似乎也不滿足於那種「水清無魚」的境界，他們要求重新

建立一個具藝術性和豐富含藴的「抒情系統」。香港詩人梁秉鈞（Leung Ping-kwan）

在 “Literary Modernity in Chinese Poetry”中便包括 “Aesthetic Modernity and 

                                                      
13

 李長之：〈「五四」運動之文化的意義及其評價〉，《迎中國的文藝復興》，北京：商務印

書館，2013，頁 35。 
14

 林毓生：〈中國現代性的迷惘〉，載《「自覺」與中國的現代性》，頁 8。 
15

 奇理斯瑪是韋伯提出的三種統治模式之一，這種模式的統治者，他擁有超凡的感召力，羣眾

甚至相信領袖是神聖不容侵犯的，他可以令羣眾全心全意追隨。趙淑鍵在專著中以「太平天

國」的洪秀全和達賴喇嘛為這類型領袖的代表例子。詳可參趙叔鍵：《擺盪在傳統與卡里斯

瑪之間——現代初期中國政權統治正當性典範的轉移（1898-1939）》，台北：唐山出版社，

2006，頁 31-33。韋伯所提的另外兩種模式為「傳統治權」(Traditional Authority)和「法理治

權」(Legal-rational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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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Modernity”（審美現代性與實用現代性）一節，梁指出新詩突顯「審美

現代性」的條件在於它少了格律的束縛，「具更大的自由度」（greater freedom）

去涵納更多的暗示和描劃抽象的情感，並將之連繫上當下的生活氛圍，令新詩得

以承載更豐富和立體的含藴。16
 梁秉鈞以穆旦寫於 1940 年的〈五月〉來闡釋這

個轉捩，他以詩中強調「無形電力的總樞紐」不是指涉現代生活，而是旨在暗示

「控制民生的無形權力」的存在，而「五月的自由」則暗示「五四運動的社會解

放」，而將之放在「電力總樞紐」的前面，便表示了「無形權力」對「自由」的

威脅。梁指這樣佈置暗示的寫法，是傳統中國詩所不能達至的。他更拿穆旦的這

首詩來跟胡適的詩作比較，藉以突顯「審美現代性」跟「實用現代性」的分別，

以及新詩從後者轉到前者的必要性。梁並沒有明確點明兩種現代性的轉變始於何

時，他以艾青詩作為例，彷彿暗示這現代性的意識轉變由四十年代開始，事實上

此轉變該早於三十年代便出現。陳國球在〈思接千載 視通萬里—— 論林庚詩的

馳想〉中便以林庚於三十年代的詩作〈散文詩〉帶出兩種現代性的「矛盾」和「轉

向」：17「他認為自由詩借助散文化的力量從舊詩打出一條路之後，無可避免要

承受散文愈趨規範化的壓力：要麼成為分行的散文，失去詩的藝術特徵；要麼迴

避散文，把詩寫得晦澀，以保持其語言混沌含蓄的詩性特徵，因此做到『驚警緊

張』。」18
 林庚前後寫過兩首〈散文詩〉，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散文」與「新

詩」所代表的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曾在詩人心中泛起過波瀾，而這可說跟梁秉鈞

                                                      
16

 Leung Ping-kwan, “Literary Modernity in Chinese Poetry”, adopted in Lyrics from shelters: Modern 

Chinese poetry 1930-1950, selections, translations, and introduction by Yip Wai-lam.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1992, pp 43-68. 
17

 陳國球在其著作《情迷家國》中，包括了三篇關於林庚詩的評論：〈穿越時空的馳想—— 林

庚詩初探〉、〈現代與浪漫—— 論林庚詩的浪漫主義精神〉和〈藝術高於生活—— 論林庚的

詩觀〉。之後還有〈思接千載 視通萬里 —— 論林庚詩的馳想〉，收入香港嶺南大學編的《現

代漢詩論集》中。另外還有關於林庚的中國「抒情傳統」說的論述〈詩意的追尋 林庚文學史

論述與「抒情傳統」說〉，此文發表於《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7 卷第 4

期，2010 年 7 月，為「紀念林庚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特輯的一篇，同期還有孫玉石的〈他的

詩「更新，而且更是中國的了」—— 林庚詩學探尋與中國古典詩歌藝術之聯繫〉和葛曉音的

〈詩歌形式研究的古為今用 ——林庚先生關於古詩節奏和新詩格律的理論思考〉，可見林庚

在新詩發展上發揮過重要的推動作用。 
18 見陳炳良、梁秉鈞、陳智德編：《現代漢詩論集》，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2005，

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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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的兩種現代性的拉扯如出一轍。陳國球指許多論者都把林庚歸入「現代派」，

此派掀動了中國的「現代主義」詩歌潮流，而「現代主義」的基調可說是「對科

學實證與邏輯的否定，就好比『浪漫主義』對啟蒙時期（Enlightenment）唯理性

是尚（Rationalism）和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墨守成規的反彈」19，也就

是說，由於「詩性」乃「工具理性」的反向極致，可說是最適合孕育「現代主義」

的平台，也是顯現從「實用現代性」到「審美現代性」這個轉向的最佳媒介。這

個轉向不獨是為了貼近詩的抒情傳統，而是一個文化體系在調校最適合自己的發

展路向，這可說也是一種現代性的表現。 

 

須知五四社會先鋒從西方借來的現代性，本來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

所以這個轉向基本上亦算是普遍社會價值取向的檢測，而正如葉維廉在 Lyrics 

From Shelters Modern Chinese poetry 1930-1950 裏作為導論的“Modernism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從跨文化網路看現代主義〉）中所言，詩人因其跟文

字的深厚聯繫，往往成為這種感應的先鋒： 

 

在極端急遽工業化的社會裏，我們看到不斷分化支離、物化、固化的過程，

看到知識，在貨物交換價值運作的控制下，被崩裂為許多獨立、互不相涉、

各自為政的單元。在這種情況下，詩人面臨着雙重的危機，亦即是作為自

然體的「我」的存在性和語言的存真性都受到重大的威脅。因此，對他來

說，寫作是一種知識追索的行程，通過猶存的「感覺」，企圖重新獲取「可

感」的存在，這樣，也許可以把工業神權和商業至上主義砸碎的文化復活；

對他來說，寫作，通過語言的自覺自主自賞，彷彿可以剔除文化工業（即

壟斷資本主義下物化、商品化、目的規劃化的文化取向）以來加諸它身上

的工具性而重獲語言的真質。20 

 

同為 Lyrics From Shelters: Modern Chinese poetry 1930-1950 的導論，葉這篇文章

反而予人有點「錯置時空」之感：詩選所標明的時代，中國還是百廢待興，各地

                                                      
19

 見《現代漢詩論集》，頁 257。 
20

 見葉維廉：〈從跨文化網路看現代主義〉，《解讀現代‧後現代：生活空間與文化空間的思

索》，台北：東大出版，1992，頁 4。此文其實是 Lyrics From Shelters: Modern Chinese poetry 

1930-1950 的導論“Modernism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的中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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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遠遠未及「急遽工業化」的地步，而當時工業的重點也在於「國防」，對民生

的影響度相對低許多，但葉帶出了兩個相當重要的信息：第一，就是中國借來現

代性都是資本主義的化身，而這些特質對個人「自我」的迷失；第二，就是藉着

詩歌的抒情功能，可以幫助個人重整「主體性」。而梁秉鈞那篇導論側重談的正

是當時的詩人如何在無形中實踐着「現代主義」，不會迷信借來的現代性，抵禦

現代性「資本主義」某些特質對個人主體性的傷害。本文之所以設定為 1917-1937

白話文運動開展的首二十年，就在於這期間最能清晰知道中國社會引入了甚麼現

代性特質，還有就是早期「現代主義」發酵，帶動詩人致力解放詩體，重新關注

個人抒發情感對鞏固主體性的作用，並成就從「實用現代性」到「審美現代性」

的轉向，之後中國現代性的發展便一直在此兩極間擺盪。每當國家大我發生經歷

甚麼外國勢力的侵襲，令國防需要變成社會首要的關注，「實用現代性」便又會

再次佔優，成為主流呼聲，遂有李澤厚所謂的「救亡蓋過啟蒙」的論調（這在後

文會再加論述）。21李長之在《迎中國的文藝復興》的第一章〈國防文化與文化

國防〉便闡述了這樣的「現代性擺盪」，李指出在國難時以「國防文化」為先無

可厚非，但一味側重「國防文化」只會造成人類的罪惡，健全的社會必須要發展

「文化國防」才是長治久安之策，這樣的自覺才是現代性的真正體現。22  

 

1.3 廢名對新詩「審美現代性」的探掘 

如周策縱所述，以白話詩發展乃由胡適、陳獨秀等於北大策發，那時他們

所倡的主要是以「實用現代性」革新語言的功能性，之後較自覺地對「審美現代

性」轉向作歸納推廣的，筆者認為也源於北大—— 就是廢名 1936-1937 年間在北

大的一系列新詩講課，相關的講義更於 1944 年結集為《談新詩》，其中的論點成

為後來不少新詩課的基礎和骨幹。廢名在〈新詩問答〉這一篇重要的訪問稿中便 

                                                      
21 見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

頁 11-12。 
22

  李長之：〈國防文化與文化國防〉，《迎中國的文藝復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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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出了北大講學的關鍵論點就是「詩的內容，散文句子」。23
 廢名認為這是最能

「自由」地讓詩人表達對天地的感通，詩人不必為讀者是否能理解負上多餘的責

任，如果那是天地律動的紀錄，終於會有讀者體味得到，所以他一反胡適以來推

崇元稹、白居易的詩，而是推崇晚唐時代以晦澀難明見稱的温庭筠、李商隱的作

品： 

 

温詞為向來的人所不能理解，誰知這不被理解的原因，正是他的藝術超乎

一般舊詩的表現，即自由的表現，而這個表現又最遵守了他們一般詩的規

矩，温詞在這個意義上真令我佩服。温庭筠的詞不能說是情生文文生情的，

他是整個想像，大凡自由的表現正是表現着一個完全的東西。24 

 

廢名強調的是詩體的發展該是內容上的變化，而不在於語言形式上的變化，他所

謂的「詩的內容」，就是要讓個人內心深處最難以言喻的情感也可以「自由」地

表現出來，而「散文的句子」則是期望詩意不要受任何那管是胡適所倡的「淺白」

的要求所規範。廢名之奉「温李」在當時可說掀起了一陣「晚唐詩熱」，令當時

不少詩人重新去留意解讀晚唐詩人的作品。廢名於北大的新詩講堂，可說是「現

代主義」的一次演繹，也是讓「中國現代性」可以較流暢地轉向「美學層次」的

推動。 

 

1.4 重尋「五四」新詩審美現代性的意義 

廢名以後，在 1999 年五四運動 80 週年，北大邀請了李歐梵作了一系列圍

                                                      
23

 〈新詩問答〉原載 1934 年 11 月 5 日的《人間世》第 15 期。1944 年 11 月由黃雨整理出版的

廢名《談新詩》並不包括此訪問。後來 1984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印行的《談新詩》始收錄這

篇訪問。1940 年秋到 1941 年春，廢名學生朱英誕繼續廢名的新詩課程，並於 1941 年，在廢

名《談新詩》的基礎上，以附記的形式增補了自己有份參與討論的內容，合為一帙而成《新

詩講稿》。在此版本中，朱重整了原來的篇目順序，並將〈新詩問答〉置於卷首，足見這篇

訪問對新詩發展的論述可起點題作用。2006 年，遼寧教育出版社將黃雨所編的《談新詩》重

訂為《新詩十二講 —— 廢名的老北大講義》；同年，陳均在朱英誕遺孀陳萃芬女士處初涉

朱英誕的《新詩講稿》的修訂稿及朱自己後來繼承課程部分的講稿，便將兩部分合二為一，

補上新注，成為新版的《新詩講稿》，並於 2008 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印行出版。本論文所引

錄的《新詩講稿》內容均出自此版本。 
24

 見廢名〈已往的詩文學與新詩〉，載廢名、朱英誕著《新詩講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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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現代性」這個主題的講座，其講義於 2005 年結集為《未完成的現代性》。25

眾所周知，書名來自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著名觀點，他在 1981 年於

紐約大學以“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為題發表演說，同年將演辭發表在

New German Critique #22，他指現代性雖然帶來了種種危機，但那是由於它是項

未完成的工程（An Unfinished Project），26
 他指韋伯將文化現代性劃分為科學、

道德和藝術三個範疇，不同範疇逐漸出現不同的專家，他們都以現代性強調的理

性將那範疇發展得更精專，使之與大眾文化，甚至自身的生活世界，於是造成範

疇之間的制約未能如韋伯所言達至平衡，社會上會因而出現種種的衝突。哈貝馬

斯遂提出重新溝通連繫三個範疇的就是靠「審美現代性」來製造一種新的「時間

意識」（time consciousness），27讓個人從過去傳統的包袱和創造美好未來的壓力

中釋放出來，活在當下；簡言之，哈貝馬斯就是期望藉此讓現代性從抽象宏觀的

理念闡釋落實到日常生活世界層面去，強化個人的主體性。李歐梵在整個系列演

講中的第一講〈晚清文化、文學與現代性〉便提及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觀點，

指一個民族國家在興起之前，都會經歷大眾共同想像構建的過程，承載這些想像

的媒介，在哈貝馬斯看來就是「報紙」和「小說」（這大概是為何李歐梵多以「小

說」為展示現代性的例子），這樣可為大眾塑造「共時性」感應。接着在後面第

七講〈人文精神與現代性〉中，李歐梵才點明這種「共時性」感應的作用： 

 

這種「今天」的節奏事實上就印證了早年波特萊爾對現代性的定義，這是

非常重要的定義，甚麼是現代性？甚麼是 modern？甚麼是現代的？其實就

是一種時間的絞合，是一種瞬息即逝的、捉摸不定的短暫的時間，一種過

渡的時間。時間的感覺之所以不穩定，是因為它是變動不居的，現在上就

變成了明天，昨天又變成了今天，而今天呢，和昨天的關係也是曖昧不清

的。所以目前很多西方的人文主義者，都不約而同的開始研究「今天」的

問題，今天變成了現在時間觀念最小的單位，他們就是從這個最小的單位

                                                      
25

 李歐梵演講：《未完成的現代性》，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26

 Seyla Ben-Habib 獲得作者授權將演辭翻譯成英文，以“Modernity: An Unfinished Project”為題，

收錄在 Habermas and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Modernity: Critical Essays o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6)中作為導論。 
27 哈貝馬斯在演辭中甚至特闢“The Discipline of Aesthetic Modernity”這個專節來闡釋其對推進

現代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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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探討它的哲學性、它的思想性、它的意義性。這種探討的方式，我認為 

還是一種有人文精神的探討方式，你如果不用一種哲學方式來探討的話，

今天是有意義的，今天就是 shopping，就是消費，就是飲茶。你今天一個

人的生活基本上就是早上幾點起來，吃個早飯等諸如此類，每天都是一樣

的過程。28 

 

當各人對時間的感應落實到個人每天的生活世界時，那麼除了意味個人主體性的

強化，還代表「審美現代性」除了在便於塑造「公共領域」的小說得以呈現外，

適合個人抒懷的詩體語言也得着發揮效用的契機。而李歐梵更在〈現代性與中國

文學〉此講中，指大眾的關注從宏觀歷史層面到個人抒懷層面的轉移，更是單單

強調實效的工具理性的反抗：「魯迅在〈摩羅詩力說〉這篇文章裏……提出的反

而是個人——「己」—— 這個觀點，而他認為這個觀點是從章太炎的佛學轉進來

的，魯迅引證的西方資料，反而是尼采、施蒂納（Stirner）這個「己」的傳統，

這中間他所反對的是科技挂帥、一種比較注重實踐、注重新的制度的這一系列的

提法，也就是梁啟超這一系列的提法。」29
 大概就是這個轉移所造就的，對抒

情傳統的呼喚，成為了對工具理性的最明顯的抗衡，令新詩成為孕育「現代主義」

的重要育牀。有關魯迅〈摩羅詩力說〉的論調，在本文第三章將以其《野草》中

的作品作進一步的闡釋。 

 

 李歐梵以後，王德威也曾在北大就「中國現代性」舉行過一系列八堂的演說，

演辭最後結集成《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30單看書名已經可以推斷王這系列

                                                      
28 見李歐梵：《未完成的現代性》，頁 118-119。這段闡述跟上面提過哈貝馬斯於紐約大學的演

說相當接近，例如哈貝馬斯的原話為：“The new time consciousness, which enters philosophy in 

the writings of Bergson, does more than express the experience of mobility in society, of 

acceleration in history, of discontinuity in everyday life. The new value placed on the transitory, the 

elusive and the ephemeral, the very celebration of dynamism, discloses a longing for an undefiled, 

immaculate and stable present. ……Modernity revolts against the normalizing functions of tradition; 

modernity lives on the experience of rebelling against all that is normative. This revolt is one way 

to neutralize the standards of both morality and utility. This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continuously 

stages a dialectical play between secrecy and public scandal; it is addicted to a fascination with that 

horror which accompanies the act of profaning, and yet is always in flight from the trivial results of 

profanation. ” 
29

 見李歐梵：《未完成的現代性》，頁 37。 
30

 王德威著：《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北京：新知三聯書店，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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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說重點乃在於中國的「抒情傳統」會演化出怎樣的「中國現代性」，31誠然所

謂「中國現代性」同樣是「未完成狀態」，要欲將之推進至「成熟」地步，王提

出了必然認清中國「抒情傳統」究竟有何特質，第二就是不要老依仗從西方借來

的資源作為論述基礎： 

 

這樣對「抒情」傳統的觀照對於我們持續思考中國現代文學，以及中國文

學所呈現的現代性問題，能夠提供甚麼樣的視野？經過一個世紀西學洗禮，

我們的文學現代性論述難道仍然只能談論革命、啟蒙、國家，還有弗洛伊

德定義下的欲望主體等話題中打轉？眼前無路想回頭。在一片後殖民、反

帝國的批判話語之後，作為中國文學研究者，我們到底要提供甚麼樣的話

語資源，引起對話？還是只能繼續拾人牙慧，以西方學院所認可的資源，

作為批判或參與西方話語的資本？32
  

 

王德威跟陳國球一樣，以陳世驤的「抒情傳統」學說為論述基礎，按理跟抒情傳

統最易接軌該推「新詩」，但跟李歐梵一樣，王的八講中大部分跟小說有關。33涉

及「新詩」的只有一講，論及海子、顧城等自殺詩人引起的文化思考，像廢名跟

朱英誕那樣論及新詩如何承接「抒情傳統」並演化出中國現代性之音漸稀，許多

當時為此目標創作出來的新詩作品，似乎還未得到充分的討論。本論文正是期望

可在此環節上貢獻一點推進力，期望如王德威所言，中國現代性即使「未成熟」，

但討論也不應單單集中於談啟蒙、說救亡的初階層次，當對現代性的追求處於停

滯的階段，便等於以「未完成的現代性」宣告「中國現代性」的完成。中國的現

代性起初是以借來的現代性為目標的追尋，令近代中國社會掉入了如此弔詭：當

成功創造了現代性，知識份子一旦不需矻矻追求時，社會便會失去獨特的現代性，

所以中國現代性只能處於未完成的狀態，矛盾的是盡力推進現代性發展是突破困

鎖的途徑，但當現代性臻至成熟階段，社會便會失去發展的方向和動力，這種矛

                                                      
31 王德威和上面提過的陳國球所指的「抒情傳統」都是承襲自陳世驤的觀點，跟「抒情傳統」

相關的論文大部份收入《陳世驤文存》（台北：志文出版社，1972）。另關於「抒情傳統」

的論述和發展，陳國球在〈抒情中國：論中國抒情傳統〉中有詳細的闡釋，此文收入《抒情

中國論》（香港：三聯書店，2013）中。 
32

 見《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頁 64。 
33

 見〈抒情中國：論中國抒情傳統〉，《抒掄中國論》，香港：三聯書店，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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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大概是中國現代性的最大特徵。誠如北京大學的孫玉石在《中國現代主義詩潮

史論》所言： 

 

它（現代主義思潮）與「五四」開始至 40年代末期的前輩詩人們不滿於過

分重視社會功利的作用而追求詩的審美本質和表現的藝術探求之間，在創

新的心理動因、思維方式、感覺生活方式和傳達內心感受的方法等等方面，

存在着一種天然的聯繫。……認識當代詩歌發展與走向，確定一種歷史的

意識，是每個詩人必然的抉擇。對於歷史發展的觀照，會增強現實藝術探

索的自覺性，減少盲目性。不珍惜過去的永恒性，也就不能創造自己當代

的永恒性。34 

 

《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是孫的重要論著，對研究中國新詩發展的課題有着重

要的啟蒙作用。無獨有偶，孫這本著作的出版亦是北京大學，是上面提及的李歐

梵和王德威的北大演講亦常徵引孫的觀點。本文第三章，亦引用了孫的觀點作為

闡釋魯迅《野草》的拓展基礎。上面一段引文解說了為何《中》聚焦於五四開端

至 40 年代新詩的萌芽期，以及「現代主義」在此時期出現的原因，亦是本文為

何集中於「新文學運動」開始後首二十年的原因。 

 

1.5 中國現代性的工作定義 

 孫玉石在《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的論述多集中於中國現代文學的範疇，

雖然這也是本論文的研究範疇，但無可否認，現代性從西方移植到中國，當然非

有規劃具針對性的散播，而是從整體社會向各個層面的多方滲透，所以除了上述

的現代性在詩歌、文學層面的化合外，也該對其在整體社會的滲透有概括性闡述，

這樣才不致把無關乎現代性的現象都強硬牽扯進來： 

 

學者們對現代性的研究有興趣，卻非在於它的寬廣性和多樣性，反是集

中分析不同文化近二三百年所經歷看似同一的變化。不同文化的變化看似齊

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由於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但更有可能不過是學術空

想。……現代性是一個特別的概念，能令人信服地連接不同文化間的現象，

                                                      
34

 孫玉石著：《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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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準確形容特定的文化經濟模式，也能明確地闡釋由西方向其他地區傳遞和

支配的價值—— 例如膜拜消費，以及矛盾地接受競爭和馴服。但這裏的危

險是把複雜而無聯繫的、產生於不同文化經驗的特殊文化議題，過分地概括

為現代性共謀下的因果關係。35 

 

由此觀之要更準確地從芸芸社會現象中對焦並圈定出中國現代性，似乎需要借助

一下多年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專家作一點事前鑑定。 

 

金耀基多年來都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可以作為辨識中國現代性的仗靠。金的

《中國的現代轉向》跟《中國社會與文化》兩部著作都對「中國現代性」的發展

有着貼近而深刻的探討。在前者的首章中，金曾作出這樣的按語： 

 

中國在現代化的發展中，不但對外來的文化因素作選擇的吸納，也批判地

維護傳統的再發現與再創造。中國的現代性的建構，或中國現代文明秩序

的建構，遠遠沒有完成，用柯拉柯夫斯基（L. Kolakowski）的話，的確「處

於永無休止的試驗中」。中國的「現代轉向」的現代化，將會繼續，將會進

入二十一世紀，它是一跨越三個世紀的「漫長革命」。36 

 

在金的立論中，所謂「中國現代性」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乃取決於如何保護和活化

深厚的文化傳統，也就是「現代傳統」的創造。經過多篇不同的論文，循多個角

度探討後，在《中國社會與文化》末章的「結語」中，金再次強調「中國現代性」

雖是「無止境的功業」，但其顯現很大程度上端看「現代傳統」的締造是否順當：

「建構中國現代性的部分的資源應該並且必然會來自中國這個『軸心期文明』的

文化傳統。」37  

  

 在馬泰‧卡林內斯庫（Matei Calinescu）的《現代性的五副面孔》（Five faces 

                                                      
35 彭麗君：《哈哈鏡——中國視覺現代性》，香港：手風出版社，2019，頁 19。 
36

 金耀基：〈中國「現代轉向」的漫長革命〉，《中國的現代轉向》，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3，頁 29。 
37 金耀基：〈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建構——論中國的「現代代」與「現代性」〉，《中國社會

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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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odernity）這部闡釋現代性的經典中的首章有一節名為「兩種現代性」（The two 

modernities），所描述的相當於上面提過的「實用工具性」：「進步的學說，相信

科學技術造福人類的可能性……對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義框架中得到界定

的自由理想，還有實用主義和崇拜行動與成功的定向」38 和包含「現代主義」

的「審美現代性」：「它對資產階級現代性的公開拒斥，以及它強烈的否定激情。」

39 兩種現代性的角力合促使「現代傳統」的誕生，當中從「實用現代性」到「審

美現代性」的轉向似乎是不同地方的「共相」，無怪卡林內斯庫在《現代性的五

副面孔》的導論中如此概括全書的主旨：「本書的主要論點：審美現代性可理解

為一個包括三重辯證對立的危機概念——對立於傳統；對立於資產階級文明（及

其理性、功利、進步理想）的現代性；對立於它自身，因它把自己設想為一種新

的傳統或權威。」40 雖云這樣的轉向或許是共性，但各地現代性則因從傳統承

接的元素和轉化的方式不同而出生其獨特性。五四時期的新詩乃詩人試圖從中國

文化傳統的核心作最大程度和最直接的繼承，又是變異相當大的環節；由此觀之，

新詩是「現代傳統」最明顯的例證，可說是呈現「中國現代性」的最佳平台。 

 

2 研究目的、方法和架構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乃是通過檢視「中國新詩」與「現代性」的關係，嘗試以

新詩這種文類出現的首二十年作為平台，展現「實用現代性」和「審美現代性」

如何激盪和化合出「現代傳統」，藉以管窺「中國現代性」的發展方向和特質。

在新詩出現的首二十年中，「實用現代性」和「審美現代性」的化合過程尤其激

                                                      
38 馬泰‧卡林內斯庫（Matei Calinescu）：《現代性的五副面孔》，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頁 48。原文是“The doctrine of progress, the confidence in the beneficial possibilit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cult of reason, and the ideal of freedom defin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n 

abstract humanism, but also the orientation toward pragmatism and the cult of action and 

success……”. 
39 見《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頁 48。原文是“what defines cultural modernity is its outright rejection 

of bourgeois modernity, its consuming negative passion.” 
40 見《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頁 16-17。原文是“……the main argument of the book: aesthetic 

modernity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a crisis concept involved in a threefold dialectical opposition to 

tradition, to the modernity of bourgeois civilization (with its ideals of rationality, utility, progress), 

and finally, to itself, insofar as it perceives itself as a new tradition or form of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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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期間出現的許多現象都是在悠長的中國歷史中未曾出現過的，例如對國防科

技理性的迷信、審美現代性的轉向、對封建禮教的抗逆、民主自由的熱熾呼喚、

精神文明的渴求、大眾傳播理念的發軔等，這些現象之間，有些相輔相成，有的

相互矛盾，激盪出的景況可說是中國現代性的發端，亦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轉

捩點。 

 

 由於「中國新詩」與「現代性」都是牽涉相當泛的概念，但可能正正因為兩

個概念牽涉廣泛，各自都有學者朝不同的方向作論述，卻鮮有將兩者結合起來研

究的，似乎不多。如前面第 1 節所述，即使承認了中國新詩為呈現現代性的理想

載體，可能也由於來自不同範疇的牽扯，或許是新詩數量多，主題分散，不便引

錄作仔細的文本分析，故歷來即使是探討中國文學跟現代性的關係，也太多以小

說為討論對象，而新詩則往往只是簡單帶過，一般都缺少詳實的文本分析。本論

文正是企圖彌補這中國近代文學史論述上的一點不足。事實上，不得不承認，詩

這種文類，作為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精髓，從古詩到新詩的變異程度，在眾多文

類中是最激烈和來得最快—— 白話文運動也是以第一首白話詩的發表為起動標

記，而正如胡適所言，它亦是最難「攻克」的一個橋頭堡。新詩似乎是最能顯示

所謂的「抒情傳統」跟從西方借來的現代性如何化合出中國獨特現代性的媒介。

本文之所以將研究的時段設定為 1917 年至 1937 年，主要原因在於這時候是西方

現代性跟中國傳統核心詩性文化初次接觸的期間，可以看到還未被資本主義現代

性影響前的狀態，而且也更有效看到現代性調校屬性來配合當時中國社會的特

質—— 在白話文運動的首十年，如周策縱所言，五四運動的推動力源於「北京

大學」，由當時教職員所辦的《新青年》便開宗明義推崇科學工具理性，為的就

是「安邦興國」，但這壓根底跟中國幾千年來主宰文學核心的詩歌傳統不配合，

於是在白話文運動的第二個十年，這大約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同樣在北京大學，

便出現了由廢名和朱英誕主持的新詩講堂，提倡「晚唐」温庭筠和李商隱的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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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朧詩意，並提出新詩是「詩的內容，散文的句子」的說法，標示了「審美現代

性」的轉向意慾，正正是這轉向令白話文運動的首二十年內的新詩發展顯得更形

重要，但偏偏卻常為人忽略，加上「詩歌傳統」經陳世驤的開拓而推出了涵蓋了

小說、散文的「抒情傳統」，無疑這是學術發展上重要的立論突破，但令不少研

究都改以小說為展示平台，新詩發展過程中的變異出來的中國現代性卻為人忽略，

這正是本論文研究的目的，就是期望可以彌補這方面的缺漏。如果說詩在中國抒

情傳統的核心位置，那麼以新詩這種從傳統詩變異幅度最大的文體來檢察「審美

現代性」的轉向，可說是最適切和有意義的；如果如王德威所言，不欲中國的現

代性有所發展，能暗示社會文化發展的方向，不只局限於啟蒙和救亡平衡的爭議，

那麼能夠細心來檢視從西方借來的現代性中的首個適應性轉向，便能對當日知識

份子的想法有多一點了解，或許能有助突破反反復復的論調重彈，至少可以找到

新的論述範疇。 

 

 從「實用現代性」到「審美現代性」，當然不是一蹴而就，當中還有不少演

進細節值得細究的。本文第一章便先交代新詩出現在首二十年的文化景況和現代

性的發展方向，交代最初借來的現代性中如何強調「反傳統」—— 當時社會上

普遍抱持傳統都是不理性的觀念，尤其當時的中國社會普遍把崩壞的時局歸咎於

傳統的封閉自守，所以整個社會都表現出跟傳統脫鈎的渴望，渴望可以像日本明

治維新那樣，脫鈎後可以跟世界列強和資本主義大勢接軌。只是過份強調白話文

的清晰淺白，令浪漫主義作品淪為「水清無魚」迎合大眾口味的作品，當時知識

份子從舊有的士人階層中陷落成大眾的一份子，雖然如此還有像朱自清那樣的知

識份子，強調即使客觀的階級消失了，但也要放下那份「書生酸氣」，要活出「士

人」的尊嚴，運用擺脫中國傳統中「人倫」限制的優勢去創作，讓自己的創意跟

傳統的某些特質化合出新的作品，這不啻是重嵌傳統、歸化到歷史的大勢中去推

動社會發展的進程。在本論文的第二章旨在闡釋「詩體解放」後，中國詩如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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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中傳承到「意象」和「象徵」的遺產後，新詩如何在比、興兩軸之間擺盪，

成就富現代性的作品。此章中詳細分析了一些經典的新詩作品如周作人的〈小河〉

和聞一多的《紅燭》、《死水》如何承接傳統，並變異出突顯抗衡「工具理性」

的「現代主義」作品，而從這些作品我們可以見到詩人在創造「現代傳統」的過

程中的所思所感。 

 

 由於「抒情傳統」涵蓋詩以外的不同文類，無疑中也拓闊了中國文學中的抒

情主題，以及其能打動的閱讀對象。王德威便將魯迅〈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

說〉中所表現的「惡的真聲」和徐志摩「無所顧忌的狂熱表白」都涵納在乘「浪

漫主義」唯情是問的特質而蓬勃的「抒情傳統」中。41由於魯迅和徐志摩在差不

多同一時期都曾經創作過一系列的「散文詩」，可視為從古詩擺盪到新詩的「過

渡實驗」，所以在本論文第三章便以兩人的散文詩作為分析示例，以突顯兩位在

當時甚具代表性的詩人如何表現「現代鄉愁」帶來的矛盾—— 既嚮往現代化社會，

卻又對過去傳統的懷念和擁抱。散文詩，無論是形式和當中用上的象徵，都很大

程度上是借鑑自西方，詩人通過這嶄新的文體，所抒發的卻是道地的關係中國社

會狀況的情懷，可說是以往中國文學「抒情傳統」中所沒有過的情懷。魯迅的《野

草》是現代散文詩的經典，其中所謂的「惡的真聲」都突顯了「抵禦黑暗」的壯

美；而徐志摩的散文詩借鑑自泰戈爾的作品，一反徐自己以往和以後的唯美輕逸

的詩風，變得相當沉鬱，是詩人整個創作生涯中相當特別的例子。另由於徐的散

文詩承泰戈爾的哲學內藴，相當強調東方精神文明昇華能力的滋養，以茲對抗當

時的悲愴環境，將人帶出困境，所以徐的散文詩常表現出一種「懺悔的沉澱」的

意緒，試圖從自己潰散的文化中撿拾光輝的碎片。散文詩，無論是魯迅的壯美，

還是徐志摩的沉鬱，都是中國文學抒情傳統中的新拓展，可說是現代性成功的顯

影。 

                                                      
41

 見王德威著：《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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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哈貝馬斯強調要令現代性臻至「完成」狀態，必須依賴「交流理

性」來發揮搭連不同的階層和範疇：這在當時除了依靠推動白話文來向下層大眾

釋放「話語權力」外；在橫向的拓展和搭連上，則主要依靠知識份子的翻譯來引

入西方不同的文化理念，進一步豐富本來白話的內藴和強化其表意作用。本論文

第四章通過闡述西方象徵主義移植到中國本土的過程，突顯白話如何給強化並發

揮「交流理性」的搭連和平衡效用。本章開首會先以魯迅之譯廚川白村的《苦悶

的象徵》和嚴復之迻譯《天演論》兩個實例來闡述知識份子的翻譯如何為當時社

會注入現代性。接着會將論述焦點放回文學的範疇，先闡述曹葆華如何通過選譯

和點評西方的重要文學創作理論，並將之合成為《現代詩論》，試圖為當時的文

學創作窘境提供出路，並為西方象徵主義的引入作了相當扎實的部署。另外，會

仔細分析曹葆華之譯《現代詩論》如何成就他之後創作的《無題草》。和曹之翻

譯文學理論再將理念內化進行創作的模式不同，李金髮多翻譯西方詩作，有時更

直接把別人的句子翻譯挪用到自己的詩作中。曹之迂迴萃取跟李之直接吸收模式，

分別呈現怎樣的效果，給「抒情傳統」帶來怎樣的現代性拓展，都是本章的探討

焦點。最後會通過闡述侯汝華如何從李金髮汲取養份，發展初期象徵主義詩風，

之後建立了自己一套的象徵系統後，發展出更多元的詩風，無意中成為象徵派和

現代派詩風的中介人物，呈現了詩風過渡面貌的同時，也標記了現代性的演進路

徑。 

 

 由於「現代性」本身就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文化理念，而五四本來也是一個

強調向西方借鑑的時代，所以本論文在論述的過程少不免會用上一些西方理論，

尤其是關於「現代性」的經典論述，但畢竟是西方的理論，不一定完全適用於中

國當時的國情，所以選擇時須特別慎重，以免出現削足適履的情況，換句話說，

在理論運用上，本論文會採用綜合式處理，並以社會歷史研究（socio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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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的原則來考量理論跟論述跟當時社會環境是否吻合，期望通過適當援引

中、西方關於現代性的論述作印證論據，可令論述顯得流暢，而不是蹩扭。另外，

由於學界已不乏文學史式論述新詩發展的著述，本論文將大量採用「文本互涉分

析」（intertextual analysis），期望為論點提供更扎實的佐證，讓讀者可以見林亦見

樹，給學界展現更多未為人發掘的作品和其根縱的網絡。當然要透徹地進行文本

分析，論文中也會用上跟作品文本創作背景相關的書信、日記、同期作品和評論，

務求可以全面地展現詩人創作的心態和思考焦點。 

 

 本論文整體架構如下： 

 緒論 

第一章：波動與穩定—— 五四中國詩的現代傳統 

 第二章：彼岸到此岸—— 中國新詩現代性的顯影 

 第三章：秋肅與春温—— 中國新詩中的鄉愁矛盾 

 第四章：為達即為信—— 中國新詩中的象徵主義 

 餘論和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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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波動與穩定：五四中國詩的現代傳統 

 

1 五四社會與借來的現代性 

 

 周策縱所謂的「知識革命」可說是現代性的重要特徵——一個社會愈多這類

精英，現代性便愈加明顯。在五四運動的開初階段，中國正處於「三重秩序崩壞」

的局面，連以往在政治上向中國朝貢，文化上抄襲中國的日本，也因倡導「脫亞

論」擺脫中國的影響，並參照西方體制進行「明治維新」後，竟然在短時間內冒

起，甚至倒過來成為瓜分中國的列強，而中國在國際間則淪為「東亞病夫」。知

識份子普遍將亂局歸因於封建傳統不欲求變革新之故，所以普遍存在急急跟傳統

「脫鈎」的潛在意識，並從西方借來「科技理性」以興國。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試圖在紛擾中找着建設的秩序，他指出現代性中除了包括了社會的「脫

鈎」以外，還包括了「重嵌」，1
 就是先擺脫時間縱軸上「傳統」的牽絆，但之

後必須能全情投入時間橫軸上自己處身的空間，因應當時的情況去調校社會發展

的方向和模式。如果將此原則套用到當時的中國，便會明白甚麼「全盤西化」、「中

學為體，西學為用」和「整理國故」等方案其實都是在思忖「中國傳統文化」在

改革中的保留成分為多少，畢竟這跟民族尊嚴成正比，所謂的「脫鈎」，尤其是

外侮使然，從來都不可能是乾脆灑脫的。 

 

1.1 跟傳統脫鈎 

 這種跟傳統的牽扯，竭力打造新未來的社會狀態，也是現代性的典型特徵，

後來當這種跟過去脫鈎的意圖也成了傳統，知識份子便掉進悖論的漩渦中：「現

代的傳統就是掉轉頭來否定自身的一種傳統，這種悖論宣告了審美現代性的命運，

                                                      
1
 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克里斯多福‧皮爾森（Christopher Pierson）：《現代性—

紀登斯訪談錄》（Conversation with Anthony Giddens —— Making Sense of Modernity），台北：

聯經出版，2002，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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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自身的矛盾命運：它在肯定藝術的同時又在對其加以否定，同時宣告了藝術的

生命與死亡，崇高與墜落。」2 當時中國的反傳統都帶着「救亡」的寄望，但問

題是一個摒棄了本身千年傳統，一味吸納別人的文化特質，那麼救亡還有甚麼意

義？馬泰‧卡林內斯庫（Matei Calinescu）的《現代性的五副面孔》（“Five Faces 

of Modernity”）是闡述現代性的經典論著，在首章中，他借「站在巨人肩膀上的

侏儒」這個家喻戶曉的比喻形象又具體地闡釋「現代性觀念」：古代傳統相當於

巨人，現代人就是侏儒，現代文明之所以有長足的發展，那是因為有古代的先行

者給後繼人開拓了路，簡單地說就是為後人累積了「走了寃枉路」的經驗，並「覓

得通天途」的方向，所以後人只循正確的路向發展就好了。在這個階段裏，傳統

於現代人，有着無可挑戰的崇高地位，覺得那是先祖不可僭越的智慧，必須以謙

卑之姿（侏儒）及感恩的心來承傳和拓展。接着到了十六世紀後期，當西方社會

經歷了文藝復興以後，人對自身創作多了自信，「巨人」和「侏儒」兩個反差甚

大的意象給取消了。蒙田以「砧木」來比喻承傳的過程，即第一個充當第二個的

砧木，餘此類推，人類文明便一級一級地登上樓梯的高處。就是這樣，作者通過

比較不同年代的思想家對「古代和現代的互動關係」來闡述人類如何通過「仿超」

（emulation）來拉近，甚至泯除原來「巨人」和「侏儒」的差別，直至培根創作

一個近乎悖論的新穎比喻來代替「巨人」和「侏儒」的牽扯關係。他在《新工具》

中指出： 

 

 至於古代，人們樂於用來談論它的那種觀點相當隨便，而且很少與這個詞

本身一致。因為世界的老年時代將被認為是真正的古代，這是我們時代的

特性，而不是古代人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早期的特性：古代人生活的，早期

儘管就我們而言是比較古老的，但就世界而言卻是年輕的。3
 

 

                                                      
2
 引文出自奧克塔維奧‧帕斯（Octavio Paz）的《會聚點》，轉引自安托瓦納‧貢巴尼翁（Antoine 

Compagnon）：《現代性的五個悖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頁 20。貢巴尼翁借帕斯

的觀點來揭示「否定傳統」在邏輯上的疑難與困境。 
3 馬泰‧卡林內斯庫（Matei Calinescu）：《現代性的五副面孔》，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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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在整個文明層面來說，我們才是擁有更豐富閱歷的「古代人」。這除

了是完全扭轉了傳統智慧必須遵從的想法，同時肯定了作為依然生存於世的現代

人創作更美好前景的可能。現代人面對傳統，即使不是必然的叛逆的心態，至少

不再是「侏儒」怯懦的姿態。現代人面對古代傳統的陰影不再是盲目接受，而是

敢於挑戰，個人的想像力和創作力給釋放出來，換句話說，個人主義漸漸得以萌

芽，而這種從古代集體智慧陰影中解放出來的個人創作力和美學直覺，正是現代

性的特徵之一。另外，古代與現代愈來愈大的分野和對立，亦是現代性的另一特

徵。這兩項特徵令「現代知識份子」陷於雙重夾縫的尷尬位置：「古代跟未來」

和「羣體跟個人」，進而令他們陷於這樣的悖論：「發現當今時代並未準備好接受 

它最需要的東西。」4 面對這樣的處境，最恰當的取態，大概就像卡林內斯庫所

言：「從傳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後，作者應該努力給予他的同時代人一種他們似

乎尚未準備好去享受，也許甚至是不配享受的快樂。」5有這樣視野的人，有不

少學者都稱之為「先鋒」（Avant-grade），而「先鋒」如何引導自己從「個人主義」

過渡至「集體主義」；又如何承接「過渡人」的視野，將社會從傳統的束縛中解

放，為整個民族、國家發展出現代化的未來，正是一個社會現代性的顯徵。6 而

詩人往往是過渡人，所以現代詩歌，就是這樣的社會現代性「大記憶」的綜合表

現：「現代詩歌是現實、象徵、玄學的新的綜合傳統。」7 

  

                                                      
4
 《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頁 46。原文是“The paradox,…… is that the modern –minded writer often 

finds that the present is unprepared to accept the very things that it most needs.” 
5
 《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頁 47。原文是“The most striking one is that , liberated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 the writer shared strive to give his contemporaries a pleasure that they seem unprepared 

to enjoy perhaps do not even deserve.” 
6
  社會學者冷納（Daniel Lerner）在其著作《傳統社會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中提出「過渡人」的概念，他所描述的過渡人特質不無「先鋒」的特質：「過渡人與傳統者

的區別在於他們『傾向』與『態度』底『潛在的結構』（latent structure）之別。他的『傾向』

是『移情作用』（empathy）—— 他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事物，他生活在傳統無法分享

的幻想的世界裏。他的『態度』是一種『慾望』—— 他真正想看到他『心靈的眼睛』所看到

的；真正想生活在他一直幻構的世界裏。」冷納指出，一個社會中如果有許多人成為「過渡

人」，那麼便表示社會開始由「傳統」走向「現代」了。總的來說，「過渡人」的出現和類

聚，是「現代性」的一個指標。 
7
 袁可嘉：〈新詩現代化—— 新傳統尋求〉，《論新詩現代化》，北京：三聯書店，1988，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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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波動與穩定的平衡 

  現代性的文化特質，源自當時的歐洲社會，初次給中國社會接觸到，卻是以

船堅炮利的威脅性姿態出現，並且設立「租界」瓜分中國的版圖和天然資源，並

以殖民的方式管理，試圖引進自己民族的價值觀和制度，所以「現代性」最初可

說是以「強硬嵌入」的方式來到中國，而中國社會也是較多側重於科學上的追鶩，

期望提高生產技術，令軍備得以現代化，足以抵禦外侮。這連串的社會變革，其

主要目的可說都是「救亡」，而且只能算是「現代化」的過程，正正由於這個過

程，具體而且深刻，致使科技的現代化，在中國直至現在還是備受追捧，但科技

上的進步，只能算是一部分現代性的特質，其餘人文層次上的發展是必須依靠民

族意識的自覺，從內在開始發軔，並如周策縱所言，在「思想」和「理性」上發

展成熟，方能算得上是全面的現代性，這層面的發展就是所謂的「啟蒙運動」了。 

 

  反對傳統，反對權威，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現代性的一個特質，或者給描述

為「先鋒」的非常單一的行為模式，當「反傳統」成為「傳統」，這便成了先鋒

難以自我解脫的悖論，他們必須反對自己的反對，正如可促進國防軍備發展的科

學精神的基礎原則就是「理性」和「明白清晰」，但與此同時卻又因其戕害到具

備「朦朧特質」的傳統詩性文化，又必須加以反對。卡林內斯庫在《現代性的五

副面孔》中甚至認為這個悖論是「先鋒」的報應，而承接這報應是先鋒的使命： 

 

 邁耶相信，今天藝術的典型特徵是一種「波動穩定狀態」。變化無處不在，

但從文化上說，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完全靜止的世界中。矛盾明顯不過，因

為靜態平衡「並非缺少新穎性或變化——徹底的死寂——而是缺少經過有序

編排的系列變化。就像在布朗運動中隨意四處衝撞的分子，一種充斥着活

動和變化的文化絕對不可能是靜止的」。 

 

在我看來，這種靜態平衡是現代時間概念所帶有的那些不可化解矛盾

的一個結果。這些矛盾被先鋒派有意識地誇大了，他們極力將每一種藝術

形式推向最深層的危機。在此過程中，現代和先鋒派都顯示出一種特殊的



第一章 波動與穩定 

 

25 
 

危機想像力；它們聯合起來成功地創造出一種複雜的對危機的感受力，這

種感受力常常是反諷和自我嘲諷的，它似乎既是它們的最終成就也是它們

的報應。8 

 

卡林內斯庫帶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平衡」，是在一個波動狀態中保持着平

衡，也就是說，這種「波動」的狀態並非由先鋒派造成，而是由於當新主張或意

識形態因成為主流意見而變得穩定後，它便喪失了推動社會向前的滾輪效果，其

負面力量便會在沉澱的過程中呈現出來，先鋒派之所以可以洞悉這種危機，並予

以誇大，給社會作預警，就是因為他們擁有冷納所講的「過渡人」的心靈眼睛。

而現代性所謂的理性，並不單純指將事情變得清楚、明白，更在於社會是否有足

夠的「過渡人」去看到並剖析這些穩定狀態所產生的危機。「過渡人」跟「先鋒

派」的分別在於前者可能只察覺危機，他未必會作公開的預示，可能只為自己作

好轉變的準備，而後者則是行動派竭力推動社會「波動」，即是說，「過渡人」不

一定是「先鋒派」，但「先鋒派」則必須是「過渡人」。現代性中在強調「反傳統」、

「反權威」的同時，也強調「理性」，原因是保持社會在「波動」和「穩定」的

循環中發展 —— 只有通過這樣的循環，「侏儒」才可以拉倒「巨人」，而且隨着

循環的反覆出現，兩者的差距也會漸漸拉近。 

 

 這個「波動——穩定」的循環可說是現代性在社會上的展現模式，如果套用

到「五四」時期的中國社會，那麼中國現代性便包括了從外力「嵌入」以後到內

在「發軔」的過渡中所出現的拉鋸局面。換上李澤厚的說法就是「救亡」與「啟

蒙」的角力，9而這種角力在「詩界」中顯得尤其顯著，蔡元培在《中國新文學

                                                      
8
 馬泰‧卡林內斯庫（Matei Calinescu）：《現代性的五副面孔》，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頁 159。 
9
 見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

頁 11-12。他指出：儘管新文化運動的自我意識並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國民性的改

造，是舊傳統的摧毁。它把社會進步的基礎放在意識形態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啟蒙工作

上。但從一開頭，其中便明確包含着或潛埋着政治的因素或要素。……即是說，啟蒙的目標，

文化的改造，傳統的扔棄，仍是為了國家、民族，仍是為了改變中國的政局和社會的面貌。

它仍然既沒有脫離中國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固有傳統，也沒有脫離中國近代的反抗外

侮，追求富強的救亡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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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系》的導言中說： 

 

中國文學史上的革新，每每從詩界開始，而且引人注目。這大概是因為：

一則詩歌在發展中形成一定的格律，久而久之，就會對思想與感情的表達

產生較大的束縛，新的表達需求與趨新的藝術本能勢必要衝破束縛；二則

詩歌是感情最易藉以噴發的火山口，詩人的情愫急於尋找新的表達方式，

個體的嘗試衍成羣體的追求，便釀成了文學革命的氣象。10 

 

新詩之所以在開始時「清淺」，除了由於這是每個文體生成的必然軌跡（古詩詞

也是從簡易的民歌發展開來），更重要的是，這樣才可以紓解民族長期受壓的情

緒。另外，蔡元培倒是給新詩的生下了一個重要的駐腳，就是新詩是「個體的嘗

試衍成羣體的追求」，就是表達情緒的追求，對於整個社會來說，新詩發揮了像

弗洛依德所說的「解夢」的功能，就是通過整理並闡釋將悒鬱於心的混沌思想，

從而達至紓解的功能。這毫無疑問，是個漫長的過程，是急不來的，致使李澤厚

會判定當時是「救亡」壓倒「啟蒙」，但壓倒不代表「啟蒙」沒有發生或出現，

只是如果單從短期效用來看，這是必然的結果。 

 

 由此觀之，詩的「抒情」功能，可讓積存在社會大眾的壓力找着宣洩的出口，

哈貝馬斯在《現代性的哲學話語》中指工具現代性會導致傳統文化因出現了不同

領域的專家而分裂，而這些專家領域又會跟大眾文化相分裂，令科學、道德和藝

術等文化範疇間的制約失衡，引致波動。11 哈貝馬斯認為要令文化範疇間的制

約重新達至平衡，便要依靠「交流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他認為這

是解決現代性危機，讓它臻至完成狀態的路徑。或許，有許多人都會以為哈貝馬

斯所描述的危機乃屬資本主義社會，其實他所描述的是工具理性所引致的危機，

而這大概切合「五四」時，社會麻木推崇科技和工具理性的情狀和氛圍，加上一

直以來，中國詩傳統也是操持在士人階層，確實是跟大眾有所割裂，於是五四時

                                                      
10 見張中良：《五四文學—— 新與舊》，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10，頁 42-43。 
11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Ch.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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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份子推動以白話入詩，有很強的將傳統文化推向大眾的意圖，那麼新詩中的

「抒情傳統」未嘗不可以視之為一種「交流理性」。王德威在《抒情傳統與中國

現代性》中，將「抒情傳統」連繫上廣義的「浪漫主義」：「浪漫主義唯情是問的

傾向到了五四運動前後更顯得勢不可遏。」12 將「抒情傳統」歸納為「浪漫主

義」，其實跟陳世驤將不同的中國傳統文學作品的特質歸納為「抒情傳統」一樣，

都是為了方便論述，是一種「交流理性」的體現，但既云理性，當然不能太籠統，

必須清楚明白歸納背後究竟存在怎樣的考量，正如王德威所云：「我們的問題至

少是雙重的：各種名目的『浪漫』是否能夠完滿呈現現代中國文學的抒情表述？

相對的，以陳世驤為首的抒情傳統是否能夠響應 20 世紀中國文學語境—— 包括

浪漫主義—— 所滋生的抒情話題？」而王的反思結果為：「正因為中國抒情傳統

其來有自，而且在現代仍然生生不息，我們對抒情現代性的理解就不能唯西方浪

漫文學的定義是尚，成為其附庸。恰恰相反，『五四』浪漫文學的表述反而應該

置於這一抒情傳統進入 20 世紀後的流變下觀察，才能更顯示其『中國』、『現代』

的特色。」13 總的來說，「浪漫主義」在五四中國的社會裏乃「抒情傳統」的一

種表述，當中自是以中國詩歌傳統為核心，目的只是為了將本來囿於士人階級的

語言權威，向下層大眾釋放，這不啻是將社會從波動推向平衡穩定的策略，可說

是從西方借來的現代性時，偶然滋生出來的一項中國現代性特質。 

 

2 中國詩歌傳統與新詩的生成 

2.1 浪漫止於通俗，通俗提升大眾 

在卡林內斯庫的《現代性的五副面孔》中以「媚俗」為其中一副面孔。媚俗

藝術的出現必須具備兩個元素，一是社會因物質富裕而出現的「大消費者心態」，

試圖將藝術跟商品掛鈎，使之成為炫耀品味，抬高身價的工具，為市場創造需求；

                                                      
12 王德威著：《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頁 30。 
13

 見《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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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工業生產技術發達，足以大量複製藝術作品，給消費虛榮搧火添柴。但當時

的中國社會不是資本主義社會，根本不存在這兩項條件，自然也衍生不出所謂的

「媚俗藝術」。雖然如此，但只要打開任何一本五四時代的文學論集，都會找到

要求「通俗」（popular）的呼聲。「通俗」跟「媚俗」兩者究竟有啥分別？如果能

清晰說明兩者相同和相異之處，那麼大概便可以知道中國當時如艾青等詩人之高

舉「通俗」的旗號，究竟可為新詩發展添怎樣的中國獨有的現代性？ 

 

首先，卡林內斯庫在《現》中指「浪漫主義是第一個重要的通俗文學或藝術

運動，是現代民主制度在文化上的主要產品。」14又指「可以把媚俗藝術視為浪

漫主義陳腐了的形式」，15也就是通俗是藝術從浪漫主義腐化至媚俗水平前的一

個中介點。通俗所引發的最大憂患就是李長之所云的「水清無魚」的境況，而卡

林內斯庫指那是「民主制度的產物」的原因卻正正因這是羣眾口味和水平所促成

的。浪漫主義創作者可以將作品變成直接可感，並廣為人認識的形式，他們相信

這樣可使之變成永恒。只是浪漫主義藝術在審美上仍處於一個「封閉系統」，還

未廣為羣眾接觸，而媚俗藝術則是因跟商業市場接軌而變成「開放狀態」。也就

是說當時中國的知識份子「通俗」的呼聲就是要做到羣眾接受但又不會淺化至「水

清無魚」的境地，同時又要遏止「通俗」開放成「媚俗」，俞平伯在他著名〈詩

底進化的還原論〉中所附的下表便很明顯突顯上述的盤算。16
 

  

                                                      
14

 馬泰‧卡林內斯庫（Matei Calinescu）：《現代性的五副面孔》，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頁255。原文是：“Romanticism is the first important popular literary and artistic movement, the main 

cultural product of the rise of modern democracy.” 
15

 馬泰‧卡林內斯庫（Matei Calinescu）：《現代性的五副面孔》，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頁 258。原文是：“To a large extent, we can see kitsch as a hackneyed form of Romanticism.” 
16

 載《詩》月刊第 1 卷 1 期，1922 年 1 月，頁 3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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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指「好的詩底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動多數人向善的」，認為詩只要回到農歌、

兒歌、民間的諺謠這些原始詩體，便可以讓詩得回「平民性」，指這種回歸，其

實也是「進化」。從上表可見從「深刻的」到「多數的」，似乎有點牽強，因為如

卡林內斯庫和李長之所言，浪漫主義「能感人」的原因主要是「淺易」。因人羣

是一般是充滿惰性，不會花神鑽研，所以「深刻的」很難達至「多數的」：「這種

傾斜反映了一種文化矛盾：歷史的必然要求——為大眾——與這要求實際上暫且

不能實現間的矛盾。新文化的主體，在理論上應是勞動大眾，但實際上的文盲狀

態使他們當不了主體，而暫時只能歸之於知識份子——新文化的先覺分子。」17
 事

實上，為了令「通俗」不掉入「媚俗」的境地，又要消弭令詩「深刻」卻能為「多

數」人接受的矛盾，俞平伯只能借助為多數人認知了又積存了含藴的傳統。只是

當時的中國詩歌傳統主要是由士人階級承繼，所以俞才會反復強調讓詩回歸以往

「平民文學」的特質，可是他並沒有提出具體的「回歸策略」。 

 

 

                                                      
17

 張德厚、張福貴、章亞昕著：《中國現代詩歌史論》，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6，頁 394。 

好詩底效用 

能感人的 

向善的 

深刻的 

多數的 

不能感人的 

（非詩） 

不向善的 

（無價值的詩） 

浮表的 

（第二流以下的詩） 

非多數的 

（貴族的詩） 

  表示肯定 

  表示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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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要消弭這個矛盾，當時有不少人強調詩要「大眾化」而非「通俗化」：「不

能硬套一些陳舊死板的形式，胡亂搬幾句迎合大眾胃口的『他媽的』之類的口語，

便以為是大眾化了。」而是必須要「移動重心」：「大眾化絕不是庸俗、粗野、淺

薄，我們也決不讓自己庸俗、粗野、淺薄，我們更不是做尾巴，甚麼都遷就降低，

我們決不忘記教育與提高他們的責任。—— 從「大眾化」而提高大眾。只有這

樣，大眾化才有前途。」18
 可見，當時之所以以「大眾化」來代替「通俗化」，

其實只為了遏止詩歌進一步淪落至「媚俗」的浮淺。而「大眾化」跟「通俗化」

的最大不同就是前者是一撮知識份子有意圖地拔高大眾的審美水平，在不犧牲作

品藝術質素的前提下，讓本來局限於一個階層的創作可以流通到其他階層，以生

教化之效，而後者僅是作品客觀特質的描述，也就是套嚴辰的用語，就是「重心」

沒有從作品特質轉移到教化效能。如果說「媚俗」是現代性的一個面向，只因那

不過是現代社會通常出現的負面現象，是進步的「機會代價」，故此社會也只能

無奈接受，但「大眾化」則顯示了知識份子在診斷社會以後，嘗試調校推進社會

臻至現代社會的考量，這大概亦是周策縱之所以強調五四是「知識革命」的原委，

這種共同改造社會的念力可說是現代性的一種，因它是達至現代社會的推力。 

 

朱自清於 1928 年寫作的名篇〈那裏走〉便很明確反映了知識份子的這種掙

扎。朱自清在文中認清自己是“Petty Bourgeoisie”（小資產階級），而他之所以如

此確認自己身份不在於他以家財來計算，而是看重自己的「才能資產」，他在長

文的結尾中道：「我想找一件事，鑽了進去，消磨了這一生。我終於在國學裏找

着一個題目，開始像小兒的學步。這正是望望『死路』上走；但我樂意這麼走，

也就好有法子。」19
 朱所謂的「死路」就是把「精力專用在衣食住上」，這便是

一個民族的「死路」。縱使當時形式其實並不容許朱這樣認清自己的才能，努力

                                                      
18

 見嚴辰：〈關於詩歌大眾化〉，楊匡漢、劉福春編：《中國現代詩論》（上編），廣州：花

城出版社，1995，頁 408-409。 
19

 見《朱自清經典》，北京：新華書店，2011 年，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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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文化，一個社會的現代性就是有多少知識份子願專注地推動文化普及。從朱

自清的剖白可知當時的知識份子有相當強的自我意識要守住文化的「深刻度」，

竭力拉拔整體社會的文化水平，不給大眾拖低。之後「大眾化」因政治因素給用

以宣傳無產階級，令詩發展的軌跡從上面俞平伯所繪的「樹形圖」的「深刻的」

一方撥到另外「浮表的」分支上，這傾向在 1942 年「延安會議」後更為嚴重，

已不是社會知識份子的共同意願。 

 

2.2 從傳統詩歌到新詩 

程抱一的《中國詩畫語言研究》便很明確指出中國詩歌傳統的偉大和精闢之

處在哪裏，以及五四新詩人面對這個傳統詩歌巨人，如何才能擺脫「自我矮化」

的心理陰霾，將之從「士人階層」中解放到民間： 

 

唐初它在詩歌中的規範化，除了反映了無關乎生活的一種特殊的觀念，還反

映了詩人們對符號所懷有的無限信心。他們確實相信，以符號作為媒介，他

們能夠按照自己的願望再造一個世界。但是，另一方面，這種抱負被這一事

實所否認：在律詩中，對仗的詩句必須跟着不對仗的詩句。這些結束全詩不

對仗的詩句，似乎將詩重新引入時間的進程中，一個敞開的時間，注定面臨

所有的演變。唐代的詩人們所使用的語言也將演變（此處程下了這樣的一個

注釋：繼五四運動（1919）之後，與政治和社會革命的歷史緊密相連的文學

革命，不僅質疑傳統觀念，同時也質疑文學表達的工具本身。），由於時間

的磨損，正像一千年後，在臨近 1920 年時，文言的死亡和它被白話取代所

顯示的那樣，白話將詩帶入別樣的歷險。 

 

但這並非中國詩歌寫作的無足輕重的悖論 —— 儘管經歷了對一種符

號秩序的肯定，以及對自我否定的肯定 —— 符號仍保持其恒久性，無形態

變化且獨立於語言變化的符號。幸虧有了這些符號，越過許多世紀，一部

詩篇傳給了我們，無限動聽而情深意長，滿載着同樣喚起記憶的力量，閃

耀着青春的光彩。20 

 

程抱一這段闡述最能點明中國詩歌從古詩到新詩的過渡階段中所突顯的現代性，

                                                      
20

 程抱一著、徐衞羣譯：《中國詩畫語言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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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帶出了兩個很重要的特徵。首先，他指出古詩中「不對仗」的詩句是新詩發展

的方向和基礎，所謂的「不對仗」其實是相當於「對仗」而言，程指出在律詩中

「不對仗」的第一聯設定了詩歌的時間，之後的兩聯都是「對仗」，將詩的發展

從第一聯的「既定的時間」引入詩人創設的「空間秩序」中，進而啟動「陰陽互

補變易」的範式，創造出一個詩意的領域，阜豐了詩歌的含藴，將時間的線性帶

到新的維度上去，但詩人如果要讓自己的身影重新出現在詩中，重奪話語的權利，

那麼便必須掙脫自己通過對仗所創設的「空間秩序」，讓詩意回到時間線性的敍

事，所以需要以不對仗的一聯作結，程指出這無疑是一種「自身的否定」。21 

  

程所謂律詩中「不對仗」的特質之所以可以作為新詩發展的契機，並非旨在

突顯那詩中不從格律的元素可跟沒有嚴格格律的新詩嵌接，而在於為了讓自己的

身影重回到線性敍事中而掙脫自己一手通過「對仗」而創設的秩序，也就是說這

是一個相當矛盾的心境，一方面是在詩的敍事中重置自己的身影，另一方面卻又

要自我否定自己創設的秩序。正正就是這種矛盾的心境，讓詩人可以面對一個「敞

開的時間」，得以面對種種創新變化的可能性，令中國詩歌在過渡至新詩的過程

中，可以慢慢打開封閉的「符號系統」來成就上面曾提及的「浪漫主義」和「媚

俗」之間的美妙平衡。在這裏必須強調的是，不是詩人在古詩中呈現出現代性，

而是程抱一看到古詩存在變化契機的眼光。這好比大衞面對巨人哥利亞，非但沒

有立即折服拜倒，還可以看到「彈石」挑戰的切入點，令後來的新詩詩人的身影

也未致於給矮化成「侏儒」。波特萊爾公認是「現代派革命的發起者」，22他便曾

用類似的視野來闡釋「現代性」： 

                                                      
21

 程抱一著、徐衞羣譯：《中國詩畫語言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 60-68。有

關最後「不對仗」一聯所產生的作用，以下一段文字可作簡單的總結：「在對仗的兩聯之後

來臨的最後一聯，而它必須是不對仗的；它重新在敍述中引入線性敍事，開啟詩的時間秩序，

在詩結尾處，重獲自己的『權利』。彷彿詩人在意識到他對語言的影響力的同時，對他所虛

構的那個真實可信的世界的恒久性產生了懷疑。因此，對一種符號秩序的肯定（通過對仗的

詩句）包含了對它自身的否定。」 
22

 法蘭西學院（Académie Francaise）院士勒內‧于熱（Rene Huyghe）在序《浪漫豐碑：波德萊

爾談德拉克洛瓦》（“A Romantic Eulogy: Baudelaine on Delacroix”）（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

時這樣形容波德萊爾在文學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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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使任何現代性都值得變成古典性，必須把人類生活無意間置於其中的神

祕美提煉出來。……誰要在古代作品中研究純藝術、邏輯和一般方法以外的

東西，誰就要倒楣！因為陷入太深，他就忘了現時，放棄了時勢所提供的價

值和特權，因為幾乎我們全部的獨創性都來自時間打在我們感覺上的印

記。……例如，一位海景畫家要再現現代船舶的簡潔而高雅的美，他就睜大

眼睛研究古船的裝飾過多的彎彎曲曲的外形和巨大的船尾以及十六世紀的

複雜的帆，你們將說些甚麼？23 

 

上述的海景畫家就好比中國新詩的創作者，他們如果要去展示一片清新的氣象，

首先必須具有看穿古船繁縟雕飾的穿透力，然後挪移自己的生活經驗跟古代值得

保留的部分接軌，這才是波德萊爾所說的，將「現代性」變成「古典性」而不是

將「古典性」變成「現代性」，就在這個接軌的過程中，作者的自我印象，就像

古代詩人掙脫「對仗」的建構的「空間秩序」，務求在時間線性敍述中，留下自

己的身影一樣。 

 

 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以這種穿透力的視野帶領中國詩歌從文言過渡至白話

的，不用多說，胡適是其中一人。其實在胡適之前，清末由「百日維新」以來，

已有人提倡使用白話，當時主要着眼於將教育普及，開發民智，是基於日常傳意

的實用考量，而不是在文藝、美育上求突破。胡適是將白話提倡到文藝領域的開

拓者，所以他的姿態也較清末時的維新人士來得果敢和決絕，不無「侏儒」高射

「巨人」的氣概： 

 

現在我們的爭點，只在「白話是否可以作詩」的一個問題了。白話文學的

作戰，十仗之中，已勝了七八仗。現在只賸一座詩的壁壘，還須用全力去

搶奪，待到白話征服這個詩國時，白話文學的勝利就可說是十足的了，所

以我當時打定主意，要作先鋒去打這座未投降的壁壘：就是用全力去試作

白話詩。24 

                                                      
23

 見夏爾‧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ine）著、郭宏安譯：《只要那裏有一種激情 —— 波德萊

爾論漫畫》，台灣新北市：八旗文化出版，2012，頁 147-152。 
24 胡適：〈逼上梁山〉，《胡適選集（四）》，台北：李敖出版社，2002，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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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引文來自〈逼上梁山〉一文，單看文題已隱約感受到胡適推行白話文的迫

切感，而且典出《水滸傳》，更有不容於主流世道的綠林好漢，被迫得走投無路，

只好孤注一擲，兵行險着，以捍衞心中秉持的忠義之況味。這種取態在當時知識

份子的圈子中可說是破格的。白話通俗小說在當時明清士人眼中均屬旁門左道，

難登大雅之堂，以當中的橋段作典，甚至作為宣言的文題，不無挑戰世道的含藴，

也突顯了胡適這撮知識份子對改革社會的使命感，如上所述，這是周策縱何解將

五四定義為「知識革命」的原因之一，也是社會現代性的一項表徵。 

 

 事實上，這場詩歌改革由清末已開始，詩人黃遵憲已用古詩表示過對詩歌白

話化的渴望： 

 

大塊鑿混沌，渾渾旋大圜；隸首不能算，知有幾萬年。 

羲軒造書契，今始歲五千；以我視後人，若居三代先；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 

古人棄糟粕，見之口流涎；沿習甘剽盜，妄造叢罪愆。 

黃土同摶人，今古何愚賢；即今忽已古，斷自何代前？ 

明窗敞流離，高爐蒸香煙；左陳端溪硯，右列薛濤箋； 

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 

五千年後人，驚為古斕斑。25 

 

當中「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古人棄糟粕，見之只流涎」四句已道出了古代

「六經」的規格對詩人思想的規限，即使生活上有所感，也不「敢」致力去創作

自己心中的詩歌，還是不斷拾古人的牙慧，並自我陶醉。黃遵憲這首詩簡略地以

「我手寫我口」來提出類似上面提過的哈貝馬斯「活在當下」的主張，這句後來

成為胡適常徵引作推廣白話詩的理念。黃所不滿的主要是在主題思想上的規限，

所以他沒有主張推翻整個格律的框架，而只在選材上去嘗試實踐突破囿限，但黃

的這首詩作卻隱隱然向我們吐露了中國詩歌傳統中強橫的壁壘究竟是甚麼。「六

                                                      
25

 李小松選注：《黃遵憲詩選》，台北，遠流出版，2000，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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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俗儒」等字眼就是中國「士人道統」中的運作重點。「士人」，就是中國古

代的知識份子，他們是舊社會核心價值的秉持者，也就是「儒家價值觀」的守護

者，而《論語》中早有「不學詩無以言」之說，致使詩成為了士大夫專用語言。

士大夫也因詩之語言而在官場或社會階層中獲得了話語的權力（discursive 

Power），這就是何解詩在云云文類中壁壘最牢固。正正由於詩的革新牽連着士大

夫的專用語言，而士大夫又牽連着整個儒家道統，儒家道統又牽連着中國文化的

核心倫理價值，這無形中令胡適、陳獨秀等先鋒面對詩歌傳統這個巨人時較面對

其他文類來得矮小。胡適只好先從詩歌語言的工具性着手，這樣便可暫且避過詩

歌核心所包括的精神薰陶力量。就在這樣的前提下，胡適挑戰詩歌傳統的唯一切

入點，就是白話簡單易明的語言特色： 

 

我也知道光先有白話算不得新文學，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有新思想和新精神。

但是我認定了：無論如何，死文字絕不能產生活文學。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字，

必須有活的工具。那已產生的白話小說詞曲，都可證明白話是最配做中國活

文學的工具的，我們必須先把這個工具抬高起來，使他成為公認的中國文學

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們才談得到

新思想和新精神等其他方面。這是我的方案。現在反對的幾位朋友已承白話

可以作小說戲曲了。他們還不承認白話可以作詩。這種懷疑，不僅是對於白

話詩的局部懷疑，實在還是對於白話文學的根本懷疑。在他們的心裏，詩與

文是正宗，小說戲曲還是旁門小道。他們不承認白話詩文，其實他們是不承

認白話可作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所以我決心要用白話來征服詩的壁壘，這

不是試驗白話詩是否可能，這就是要證明白話可以做中國文學的一切門類的

唯一工具。26
 

 

胡適所提的這個「方案」，卻面對着時代縱軸和橫軸上的兩個矛盾。在時代的橫

軸上，胡適先將語言的工具性抬高至最為優先的地位，明顯是受到當時大力提倡

的科學精神影響，當時的先鋒都特別強調偏重韋伯（Max Weber）的所謂的工具

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這是西方現代性的一個特徵，大概就是令世界

變得明明白白的原因。工具理性用以配合科學精神的倡導，本來是順理成章，也

                                                      
26 胡適：〈逼上梁山〉，《胡適選集（四）》，台北：李敖出版社，2002，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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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得無可厚非，只是中國詩歌的傳統強調的卻是價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

須知工具理性愈發達，價值理性便愈萎縮，因為工具理性傾向排拒一切阻擋其推

展的思想、文化和道德觀念，過份偏重工具理性會令人為了達至目的，獲得最多

利益而無所顧忌，社會風氣會變得物質化、庸俗化，出現韋伯所說的資本主義的

異化情況，與令人精神「超脫」的自然界割離。這大概亦是為何在上世紀三十年

代，廢名等要轉移推崇「審美現代性」，並最以「新詩」作為載體，因它正適合

承接中國文學「抒情傳統」的發展。總的來說，那時候中國現代性從科技中強調

的「實用現代性」轉向「審美現代性」，不但意味着文化階級囿限的釋放，更代

表了知識份子對「借來的現代性」漏洞的體察，進而試着締造新「現代傳統」去

扭轉社會發展方向，更可以說是讓打着反科技理性旗號的「現代主義」得以萌發

和成長。這一連串的連鎖反應更突顯了當時的中國在「救亡」未蓋過「啟蒙」前，

當時的知識份子其實頗有意識要將自己傳統文化特質融入當時的發展勢頭中去，

而這意識已是相當具現代性的體現。 

 

3 從士大夫到知識份子的詩歌現代傳統 

胡適一方面斷言文言為已死的語言，但與此同時又以《白話文學史》肯定歷

朝的文言也有白話化的示例，這也意味胡適斷然的二分法裏，其實肯定了白話是

從文言變化而來，也就是說，白話裏其實摻雜着文言的成分，這就是程抱一所謂

的對「符號秩序的肯定」。驟眼看來，可能會以為程指的符號還是胡適所局限的

工具性層次，事實上，程所指的「符號」應該是一個整全的「系統」，不然便難

以達至所指的保持其「恒久性」及「無形態變化且獨立於語言變化」。程的著作

中論及「中國詩歌語言研究」部分共分為三章，第一章是論述文言如何通過詞匯

與句法成分的省略而表達中國傳統美學觀念中的「虛實」的意境，從而達至「情

景交融」，並「孕育出一種在其中流動着『氣』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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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敍述中，幸虧有了虛，符號由於擺脫了（直至某種程度）刻板的和單

向度的句法約束，從而重新找回了它們基本的本性，也即同時作為個別存

在和存在之本質。儘管它們被包含在時間的進程之中，卻彷彿處於時間之

外。當詩人命名一株樹，它同時是他所看見的特殊的樹和木質性的樹。再

者，符號在與其他符號的關係上成為多向的；正是透過這些關係隱約出主

體，既缺席又「深切地在場」。27 

 

而第二章則是論及古典律詩如何通過對仗等格律來表現中國古代至為重要的陰

陽概念；第三章則是論及詩歌中的意象如何通過「比興」發揮「缺席」但又「深

切地在場」的效果。 

 

 當詩歌從古詩轉到新詩，你便會發覺程所指的「虛實」會因為新詩句子中較

少句子成分省略而淡化，甚至式微；同樣「陰陽」的境界也會因新詩中不主張「對

仗」和「格律」而遭削弱。換句話說，程所指的三種中國詩歌語言特質，發展至

新詩，只有「意象」一項是能夠較安全地過渡過來。而意象之所以可以傳達字面

以外的延伸意義，則全靠一套由歷代文學作品、神話養分建構而成的「符號系統」，

詩人就是通過創作「隱喻」和「換喻」而推動詩意的流動，讓人感受到當中的意

藴，所以所強調的「符號」，非但不是工具理性層次的事，可說是傳意過程中的

搭橋，讓人可以達至「價值理性」中對美的渴求和薰染，是「審美現代性」的轉

向的動力。 

 

3.1 階級流動帶動新詩發展 

 

 這套符號系統，如程所言，是獨立於語言變化，乃是由於它是承載在中國士

人的學術語言中，正是這羣士人一直承傳並壯大這套符號系統。胡適以「死文

言——活白話」來標示新詩生成的過程，其中的流弊前面已闡釋過，不再贅述。

除了胡之外，其實朱自清也曾經試圖論述新詩生成過程，他的《論雅俗共賞》，

                                                      
27

 程抱一著、徐衞羣譯：《中國詩畫語言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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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架勢遠不及《白話文學史》，但當中的觀點則顯得嚴謹和細緻、紕漏也較少，

而且頗能反映新詩發展的現代性。事實上，朱自清如果不是因為早夭，相信以他

治學的態度和學養對新文學的貢獻應該會有深遠的影響。不像胡適的「文言——

白話」的分野，朱自清則取「雅 —— 俗」的相融為新文學發展的方向，或曰現

代性的特質，也就是上面提過的「浪漫 —— 通俗」之間的擺盪和平衡。這樣的

切入點容許雅俗兩個特質相互摻雜，成份比例不同自然呈現出不同的面貌，這種

情況較貼近語言發展演變的實況；另外也較易保持程抱一所言的詩的「氣」流動

的語言特質，如上所述，就是從古詩發展至新詩的過程中，依然得以保存的符號

系統內意象更新的活力。程在書中引索緒爾的符號學概念指，中國詩語言中的「能

指」（signifer）的可能性經常被低估。朱自清指「雅俗」的調和，主要是靠「士」

在社會階級上的流動來帶動，而往上流的往往比往下流的多，這樣非但突破了社

會上的門第分界以外，也帶動着不同的意象在整個符號系統中的對流：「這些士

人多數是來自民間的新分子，他們多少保留着民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他們

一面學習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卻還不能擺脫或蛻變出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

大家是這樣，也就不覺寒塵：不但不覺其寒塵，還要重新估定價值，至少也得調

整那舊來的標準與尺度。「雅俗共賞」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與標準，這裏並非

打倒舊標準，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會到或遷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讓大家打成一片。」

28
 朱自清在文學的革新上明顯是較胡適來得平和，他主張「共賞」的局面可以

維持一段日子，期間他指出雅不會變得俗不可耐，而是俗士漸被「雅化」，最終

可達至「俗不傷雅」，他強調這是一個「以量變引發質變」的歷程，這似乎也較

符合「符號系統」更新的速度。誠然，在現代化的歷程中，我們大概是連繫上飛

機鐵路等工業成品，所以想像的圖像中總是快鏡播放，可能也受到馬克思所言的

「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銷雲散」的斷語催眠，總覺得一切傳統快速崩塌，然後在

廢墟中快速重建起來。事實上，現代性理論中之所以出現像「現代傳統」這等悖

                                                      
28 朱自清：《論雅俗共賞》，台北：五南圖書，2012，頁 13。 



第一章 波動與穩定 

 

39 
 

論，其實就是源於飛快崩拆中所透現出來的留戀和悵惘，試圖羈勒那只管朝現代

化的步速。如果說現代性是現代文明社會秩序的氣象，而現代主義則是文學、繪

畫、建築上的文化運動，是現代性的文化體現。29那麼，較慢速的調和可能更適

宜中國「現代主義」的發展，似乎也較適宜在已遭外力弄得「三重秩序解體」的

中國社會文化，重現「秩序」，這大概就是「量變引發質變」的含藴。 

 

3.2 士大夫的「差序格局」 

 李澤厚在〈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指出最後中國最後是「救亡」壓倒「啟

蒙」的原因是「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固有傳統」使然。這個似乎有點想當然了。

事實上，當時「士大夫」面對的困境較相像中複雜，如果拿費孝通的「差序格局」

的理論可以更形像地突顯當時士人所面對的迷茫了，他指出中國社會是由許多以

「己」為中心的關係網絡組成： 

 

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繫成的社會關係，不像團體

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而是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

推愈遠，也愈推愈薄。在這裏我們遇到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特性了。我們

儒家最考究的是人倫，倫是甚麼呢？ 

 

我的解釋就是從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發生社會關係的那一羣人裏所發生的

一輪輪波紋的差序。30 

 

「差序格局」簡單來說，就是「關係本位」，金耀基指出這「關係本位」在儒家

裏則可以看作為「家本位」，這令從社會最低層已上流至高層，一心「光耀門楣」

的儒士，面對兩種相互矛盾的傾向：「一是有個己而無他人的『利己主義』的傾

向性，一是有集體而沒有個人的集體主義的傾向性。」31 換句話說，士人是至

                                                      
29 詳可參金耀基：《中國的現代轉向》，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頁 71-83。書中指「現

代性是現代文明秩序的意象」，筆者則易「意象」為「氣象」。 
30

 費孝通：〈差序格局〉，《鄉土中國》，台北：綠州出版社，1967，頁 22-30。 
31

 金耀基：〈個人與社會——儒家倫理範典的特性及其在現代社會中的問題〉，《中國社會與

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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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要靠一重的「人倫關係」才可得以證明自己的價值，這是為何當時中國士人的

價值觀中很難出現類似西方的「個人主義」，有的只是「集體主義」。這兩個矛盾

的傾向性也很自然發展出另一些矛盾，士人由於一方面長期依附家族，使個人主

體性偏弱，所以很難發展出西方那種理性的個人主義，讓士人從家族的集體中解

放出來，達至個人啟蒙的效果；另一方面由於當時社會上是「三重秩序解體」的

局面，所以人倫的力量不再可以依循「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軌跡盪開去；再

者，自從光緒三十一年（1905 年）廢除科舉，以現代學校代之，在社會中士上

流的能力倏忽失去，士的階層漸漸式微，士人變回書生、讀書人，或者說知識份

子，他們的處境是迷茫的，所以絕不會像李澤厚輕輕一筆說「士大夫以天下為己

任的固有傳統」便驀然踏上「救亡」之路。 

 

試想當時的知識份子在社會上已經面對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重重矛盾，如果連

語言上也來個文言、白話的夾縫，迫他們去抉擇去適應，是何等痛苦之事。事實

上，當時的新文學運動的推手如陳獨秀在《新青年》中不斷高呼打倒孔家店，32

除了是為了打擊意圖借儒家學說復辟的袁世凱以外，觀其中打擊的內容，也不無

意圖粉碎儒家「家本位」觀念對知識份子的束縛。另一邊廂，朱自清可說是當時

知識份子的困境看得至為透徹的一位。打開他的論著，便會發覺論及士人處境的

文章比五四時期的文化推手都要多，其次就是關於詩的論述，朱自清大概明白「詩」

是士人一貫的語言，「詩言志」一直都是士人的說話模式，所以推動古詩跟新詩

接軌，對於士人過渡至知識份子的身份認同方面，不無安撫定驚之效。例如他寫

過一篇〈論氣節〉，便完全是針對上述的處境而發的訓勉： 

 

 

                                                      
32

 陳獨秀對「孔家店」的發炮始於《新青年》集中在第二、三卷，包括：第二卷：〈駁康有為

致總統總理書〉（第二期）、〈憲法與孔教〉（第三期）、〈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第四

期）、〈再論孔教問題〉（第五期）；第三卷：〈舊思想與國體問題〉（第三期）、〈復辟

與尊孔〉（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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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於是從說話階級獨立，不再是「士」或所謂「讀書人」，而變成了「知

識份子」，集體的就是「知識階級」。殘餘的「士」或「讀書人」自然也還有，

不過只是些殘餘罷了。這種變質是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的一段，而中國的知識

階級在這個過程中也曾盡他們的任務，跟這時代世界上別處的知識階級一樣，

也分享着他們一般的運命。若用氣節的標準來衡量，這些知識份子或這個知

識階級開頭是氣重於節，到了現在卻又似乎是節重於氣了。33 

 

所謂「氣」，朱自清之前闡釋就是「敢作敢為」；而節，則是「有所不為」，前者

是積極求進，後者則是消極固守的，但朱自清卻說面對這樣的處境，似乎又是「節」

較重要，即叫知識份子，潛龍勿用，先恪守好自己的立場，不要迷失，好好培養

自我。另外他又一篇〈論書生的酸氣〉，更直接將「書生的自憐情緒」連結到「詩

的朗讀」上，不無借詩使一眾酸書生抖擻精神之意： 

 

 而失意的書生也並非都有酸氣。他們可以看得開些，所謂達觀，但是達觀不

易，往往只是偽裝。他們可以看遠大些，「梗概而多氣」是雄風豪氣，不是

酸氣。至於近代的知識份子，讓時代逼得不能讀死書或死讀書，因此也就不

再執着那些古書。文言漸漸改了白話，吟誦用不上了；代替吟誦的是又分又

合的朗誦和唱歌。最重要的是他們看清楚了自己，不再自命不凡了。他們雖

然還有些閒，可是要「常得無事」都也不易。他們漸漸丟了那空架子，腳踏

實地向前走去。早些時還不免帶着感傷的氣氛，自愛自憐，一把眼淚一把鼻

涕的；這也算是酸氣，雖然念誦的不是古書而是洋書。可是這幾年時代逼得

更緊了，大家只得抹乾了鼻涕走上前去。這才是「洗盡書生氣味酸」了。34 

 

正如周策縱將「五四」定位為「知識革命」，因為當中包含了由「知識份子」推

動之意。如果說「現代性」是社會精英份子藉着推動自己的信念普及而架設通往

美好未來的宏圖，那麼單是看「士人」如何過渡至知識份子以後，再洗盡酸氣，

便已可以視作中國現代性的肇始了。朱自清這些文章只為了撫慰被迫從高端士人

階層掉落到普羅大眾的「知識份子」，叫他們不要心存怨憤，應放開心懷，努力

迎接社會大勢的轉變，但非鼓勵「知識份子」去突破「差序格局」的「人倫」的

規限，就是他們所表達的情緒還未超越「抒情傳統」所涵蓋的「編碼形式」，還

                                                      
33

 朱自清：〈論氣節〉，《朱自清全集》，台北：大孚書局，2011，頁 199。 
34

 朱自清：〈論書生的酸氣〉，《論雅俗共賞》，台北：五南圖書，2012，頁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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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算是西方現代性中定義的個人主體的「情感抒發」：「『抒情』不僅標示一種文

類風格而已，更指向一組政教論述，知識方法，感官符號、生存情境的編碼形式，

因此對西方啟蒙、浪漫主義以降的情感論述可以提供極大的對話餘地。別的不說，

現代西方定義下的主體和個人，恰恰是傳統『抒情』話語所致力化解——而非建

構——的主題之一。」35
 

 

3.3 個人主義與出走意識 

  胡適提倡白話，其主要目的就是讓大眾也可以更有效地表達情感，可以「活

在當下」，體味生活中的感悟，不用受限於種種的規律，是個人自我解放的發端，

可說是「個人主義」的呈現。「個人主義」可說是西方法治的基礎，同樣是「借

來的現代性產物」，乃源於法治精神的體現：每個人都應該尊重別人以及備受尊

重，個人的自由也只在不損害他人的自由下才能行使，這是法治裏人人平等的重

要前設；另外個人主義着重理性，一切均從毫無爭議的事實出發，所以個人主義

不得不承認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可以代別人作決定，所以個人主義是相當於集

體主義而言，如果一個人要代替集體作決定，必須有條件地限制其權力，這就是

民主的基本理念，所以「個人主義」可說是五四時期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

學）兩個現代性的重要指標的發展量尺。36 但這在當時的中國而言，法治範疇

尚且相距甚遠，更遑論是在藝術創作中表現「個人主義」。如果要讓詩人通過新

詩自由地抒發心底的情感，似乎必須先讓詩人先從那「人倫」的規範中解脫出來，

就是擺脫「抒情系統」中「系統」的牽引，才能成就「審美現代性」。胡適的〈易

卜生主義〉便是嘗試通過易卜生的戲劇〈傀儡家庭〉中女主角娜拉的「出走」來

闡明擺脫舊傳統的意識，並充分發揮自己的天賦。37娜拉的「出走」在那時惹起

                                                      
35

 見王德威著：《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頁 5。 
36

 關於「個人主義」的定義說明，詳可參劉軍寧：〈回歸個人：重申個人主義〉，收入《五四

新論：即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台北：聯經出版，1999，頁 183-211。 
37

 詳可參胡適：〈易卜生主義〉，《胡適文存》（第四冊），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53，頁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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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廣泛的討論，是「個人」從羣體關係中分離出來的象徵。劉再復指整個過程就

像「自然科學家那樣，把一個關鍵性的元素發現出來和分離出來，使人猛省。二

十世紀中國思想界的變化、紛爭，都從這個『分離』而衍生出來的。」38 只是

從羣體解放出來後又怎樣呢？又該如何走下去？難道真的要摒除對羣體的所有

依存，維持孤獨以自持？ 

 

「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很熱鬧地張揚個性、個人主義，但也正如你所說的，

只不過是解決個人主義的前提，即經濟上的獨立與人格上的獨立。當時《新

青年》出專號介紹易卜生主義，然後就翻譯〈傀儡家庭〉，之後便是討論娜

拉。這一件事是整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象徵性事件。娜拉的「出走」—— 

走出只能充當傀儡的家庭，是一種行為，她以這種行為語言表明，她要贏

得獨立人格。魯迅所講的走出黑暗的鐵屋子，與此相通。當時要緊的是出

走，是告別鐵屋子，是個體從沒有人的尊嚴的以家族為本位的羣體結構中

分離出來，以贏得人格獨立，即贏得個人充分發展的前提。僅僅為了這一

點，「五四」的文化先行者們就費了全部氣力，但是，他們很快就發現，在

中國特殊的人文環境中解決這一前提並不那麼容易。魯迅提出問題：娜拉

走後怎麼辦？這是當時時代性的問題。她自己不會賺錢，經濟上不能獨立，

社會沒有個性發展的土壤，個性怎麼生長？娜拉的個人意識是覺醒了，夢

是醒了，但夢醒之後卻無路可走。魯迅認為，這才是最深的悲劇。魯迅的

小說就寫這種悲劇，他的〈傷逝〉裏的子君就是中國的娜拉，她出走之後

一點辦法也沒有。倘若經濟不獨立，出走以後只有兩條出路：一條是轉回

來，回到老世界的原點上；一條就是在鐵屋子外孤獨徬徨最後憂鬱而死。

你（筆者按：因是跟李澤厚的對談，所以這裏的「你」，指李）很喜歡魯迅

的〈孤獨者〉，那個魏連殳，還有〈在酒樓上〉的那個呂緯甫本是先覺者、

「出走」者，最後還不是躬行自己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回到原來

的點上。39 

 

也就是說在「五四」，「個人主義」最大的作用在於帶來了「出走的覺醒」，就是

如何從羣體發離出來；如果將這個「前提」套用到胡適推行白話運動的主張，便

會發現他之所以強調白話的工具效能，自是期望能像西方現代性那樣，喚醒人的

主體性，但西方現代性來到當時法治系統未完善的中國，便變成如何覺醒自我獨

                                                      
38

 劉再復：〈關於個人主義與新文學的思考〉，《共鑒五四 —— 與李澤厚、李歐梵等共論「五

四」》香港：三聯書店，2009，頁 136。 
39

 見《共鑒五四 —— 與李澤厚、李歐梵等共論「五四」》，香港：三聯書店，2009，頁 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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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重要並要從羣體脫鈎分離出來，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更清晰看到整個社會的乖

謬荒誕，並在作品中突顯出來。在胡適眼中白話只是「統一」的工具：「而我們

這三四十年來所做的，正是把已經有的白話文拿來做教育統一、文學統一、政治

統一、文化統一的活的工具。……現在的國語是我們文化統一的工具，教育統一

的工具，政治統一的工具，不能阻礙它的發展，要一致的幫助它，說的、寫的、

學的、用的憲法、法律一切都是白話。然後，我們活的白話才可以有用處，才可

以發生我們四十年前所期望的效果。」40胡所列舉的社會效能，完全是工具理性

的產物，對於文學藝術所看重的價值理性完全沒有提及，即使社會的每個角落已

發出了「走出鐵屋的吶喊」，即使胡適自己也提出〈易卜生主義〉，強調娜拉「出

走」的勇氣，但另一邊廂在推動白話文時，卻一味強調其工具效能，如何讓社會

有效在各範疇達至統一，這可說是胡適所面對的共時性的矛盾，也可說是那個年

代的中國人必須共同面對的悖論。 

 

 李歐梵則在《現代性追求》中試着以「浪漫個人主義」來調和這個矛盾，個

人主義雖然強調理性，但浪漫主義，套波德萊爾的定義，並不在於主題的選擇，

而在於感受方式，是內在對美最新近、最即時的表現，41也就是較近於價值理性

的情感表現。李歐梵提出這個「矛盾而統一」的理念，其實是要解開「五四」以

來的一個重要癥結：「換言之，五四時期的關鍵問題在於：如何將個人英雄般的

精神和正在上揚的歷史力量相結合，並將這個樂觀積極的內心視野藉着寫作或其

他活動，傳遞給外在世界。」42 如果每個人在社會裏都是一塊碎片，白話發揮

的價值理性效能則是讓人「出走」看清全局後，主動在「大我」的框架下尋找自

己的位置和發揮小我的影響力；只是在這個過程中，個人可能會發現現實跟自己

的想望有所差異，甚至衝突，李歐梵借普實克（Jaroslav Prušek）的「個人主義

                                                      
40

 胡適：〈白話文的意義〉，《胡適選集（一）》，台北：李敖出版社，2002，頁 172。 
41

 《浪漫豐碑：波德萊爾談德拉克洛瓦》（A Romantic Eulogy: Baudelaine on Delacroix），北京：

金城出版社，2013，頁 38。 
42

 李歐梵：〈現代中國文學中的浪漫個人主義〉，《現代性的追求》，台北：麥田出版，1996，

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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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主觀主義」觀點來闡述整個過程，以及五四文學的獨特之處： 

 

我個人以為五四時期對「本我」的專注，就整個中國文化來說，是相

當獨特的。簡而言之，這種專注，是出於對人類自我（個人主義）的重要

性的強烈關切，再加上對現實個人看法所相結合而成的。在這個前提下，

文學創作便具備了一種對自我表達的積極形態、情緒（心境）、看法，及夢

想；藝術創造便因此更傾向於作者對其本身人格及生活不同層面，特別是

較陰鬱、較隱蔽的層面的揭露與衝突，和另一種強調創造性或者是適應性

的融合的英雄式觀點，有強烈的對比。也正是此種深切的分離、斷裂，顯

示了五四文學最佳之特色。這種特色在任何先前的文學中是絕對缺乏的。43
 

 

李在詮釋「主觀主義」時，特別推崇周作人的理念。周並不太認同胡適常強調「文

言是死的語言」，他推廣使用白話是因為它能更有效地表達人內在的情感，也可

以輕易地成就「人的文學」及「個性的文學」，44周這樣形容古文和白話文的分

別： 

 

白話文有如口袋裝進甚麼東西去都可以，但不能任何東西不裝。而且無論

裝進甚麼，原物的形狀都可以顯現得出來。古文有如一隻箱子，只能裝方

的東西，圓東西則盛不下，而最好還是讓他空着，任何東西都不裝。45 

 

周在〈文學革命運動〉中更指出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宗旨，其根本方向跟明末的公

安、竟陵兩派所倡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相近，都是言志文學的延續。周在

〈清代文學的反動：八股文〉中更指出新文學跟駢文一樣，都是「言志」，以感

情為出發點，所不同的是駢文較着重形式，而新文學則較着重感情的抒發，這就

是箱子可以空着，而口袋不能空着的另一種詮釋。46 

 

  

                                                      
43 見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頁 93。 
44 〈人的文學〉及〈個性的文學〉是周作人兩篇著名的文論，大多數文論選集都會收錄。兩文

可見於楊牧編：《周作人文選 I》（台北：洪範書店，1984）。 
45

 周作人：〈文學革命運動〉，載《中國文論選：現代卷（中）》，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

1996，頁 144。 
46 見周作人：〈清代文學的反動〉，《周作人文選 I》，台北，洪範書店，1984，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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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新詩中的「出走吶喊」 

 新詩之「新」，不單在其語言，還在於它象徵了詩人的「自我覺醒」，敢於從

「抒情傳統」所連繫着的「人倫」中「出走」，正視自己心底的主體意識，所以

五四時期的新詩頗多承載「出走意願」的吶喊，朱自清的長詩〈毁滅〉是其中的

表表者： 

 

 我要一步步踏上土泥上， 

 打上深深的腳印！ 

 雖然這些印跡是極微細的， 

 且必將磨滅的， 

 雖然這遲遲的行步 

 不稱那迢迢無盡的程途， 

 但現在平常而渺小的我， 

 只看到一箇箇分明的腳步， 

 便有十分的欣悅—— 

 那些遠遠遠的 

 是再不能，也不想理會的了。 

 別躭擱吧， 

 走！走！走！47 

 

一個從「毁滅」的廢墟中不斷認清自我（詩中不斷強調「我」，可以算是「個人

主義」的建立的明確表現），不理前路茫茫也要努力走向未來，建立新世界。除

了朱自清以外，當然魯迅的「鐵屋中的吶喊」也是不得不提的「出走」吶喊。他

的散文詩《野草》更可說是反映詩人「精神自覺」到「感召別人」的代表作。不

少論者都提出魯迅因看見同胞給砍殺的片段中，圍觀的羣眾竟然木無表情而萌生

「棄醫從文」的決定，導致他的作品中常出現所圍的「圍觀意識」，他在早期以

筆名唐俟發表的詩作及《野草》裏都強烈地表現着這種喚醒圍觀的意識，可說是

知識份子從文化廢墟和「人倫枷鎖」中走出去，摸索出來的獨特的現代性面貌，

將會在後面的章節中詳細分析。 

                                                      
47

 朱自清：〈論氣節〉，《朱自清全集》，台北：大孚書局，2011，頁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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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在鐵屋中爆出吶喊，聞一多則是自稱是從「死水中爆出的一團火」，但

眾所周知，聞一多的新詩屬格律一派，他有火一樣的情感，卻又嘗試賦予新詩一

定的格律來羈勒；郭沫若的《女神》則反映了詩人「極度膨脹的自我」；廢名則

展現了迷醉於創新不安的自我，嘗試通過象徵的模糊性拓闊詩的觸感，這些可說

都是創造「現代傳統」的嘗試，這些嘗試的密集地出現成為了一時的氛圍可說是

現代性的另一張面孔，值得在後面的章節進一步探討。另外，朱自清寫過一篇名

為〈新詩的進步〉的評論，文中他把當時的新詩分為自由詩派、格律詩派、象徵

詩派三脈，當中更以大篇幅闡析象徵詩派，他的論點跟程抱一所說的舊詩中的意

象生成多有脗合。48換句話說，象徵詩派可說是最能保存古詩意藴的一脈。與此

同時，當時西方象徵詩派以法國的梵樂希為代表，他的詩作和詩論經梁宗岱和曹

葆華等詩人的譯介，令五四的新詩創作除了上承古詩傳統外，也可以吸收西方的

文化養份，令五四的新詩又多了世界性的特質，這亦是現代性的一張面孔。 

 

 最後，讓筆者再引朱自清〈「海濶天空」與「古今中外」〉這篇洪文的結尾來

總結當時知識份子的「出走」意識： 

 

我們對於過去的自己，大都像嚼橄欖一樣，總覺有些兒甜的。我們依着時光

老人的導引，一步步去温尋已失的自己；這走的便是「憶之路」。在「憶之

路」上，愈走得遠，愈是有味；因苦味漸已蒸散而甜味卻還留着的緣故。最

遠的地方是「兒時」，在那裏祇有一味極淡極淡的甜；所以許多人都惦記着

那裏。這「憶之路」是頗長的，也是世界上一條大路。要成為一個自由的「世

界民」，這條路不可不走走的。49 

 

正如之前所述，古代相當於世界而言是年輕的，但我們自身的傳統嚼下去總是有

「淡淡的甜味」，從而令人可以暫忘眼前的苦，並在自我覺醒以後，以堅忍地以

                                                      
48

 朱自清：〈新詩的進步〉，《朱自清全集》，台北：大孚書局，2011，頁 191-192。 
49朱自清：〈「海濶天空」與「古今中外」〉，《朱自清全集》，台北：大孚書局，2011，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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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的腳步，忍受跟傳統「脫鈎」帶來的波動，果敢地邁步走出一路以來「抒

情傳統」所牽連着的「人倫」枷鎖，待看清全局後，再邁向世界，借來真正適合

當時中國的現代性，藉以「重嵌」出穩定人心具自我民族本色的現代傳統。 

 

  



 
 

49 
 

第二章 彼岸到此岸：中國新詩現代性的形成 

 

 一直以來，現代性和時代脫不掉干係，它可說是人對美好生活的寄望，是人

向時代前方投射的烏托邦想望，但與此同時，當發覺自己創造了另一個還未可及

的「彼岸」時，又會產生焦慮，一方面是生怕那是不符科學理性的妄想，另一方

面，又按捺不住對當下立足的「此岸」產生眷戀，生怕貿然的躍進，會帶來時代

的斷裂，為社會帶來進退維谷的境況。杰拉德‧德蘭第（Gerard Delanty）在《現

代性與後現代性—— 知識、權力與自我》中指現代性是作為一個時代和一種時

間意識上的矛盾，而嘗試處理這些矛盾情緒所作的各種宏觀層面的規劃，自然算

得上是現代性的彰顯。1
 如此說來，好像令人摸不着頭腦，但只要將之套進五四

詩人的言行，一切現代性的特質都會得到具體呈現。例如胡適視詩為最難攻克的

一關，由此便不難想像到，新詩，對於胡適來說是創造美好願景的里程碑。新詩

的「新」，給五四時代帶來的訝異和震憾，實在不亞於當第一個蒸氣火車頭駛進

並停靠在月台上，乘客一方面不相信這樣的大塊頭真的可以高速行駛，將以往遙

不可及的目的地縮至兩、三天行程可達，另一方面又對那傳說中的速度滿有嚮

往。 

 

胡適等一眾五四詩人，一方面以詩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表徵而自豪，另

一方面又不滿格律帶來的束縛，於是在思忖如何克服詩這一關的同時，胡適又會

寫作《白話文學史》，嘗試將現代性的發端推進傳統中，為的就是給新詩締造更

長的發酵期，為其解放提供更有力的依據，減低那新詩火車頭進駐中國文壇的震

撼度，令時代的斷裂不致顯得太觸目驚心。又例如廢名在〈新詩問答〉中反復闡

明古詩是「散文的內容，詩的句子」，新詩則是「詩的內容，散文的句子」2，意

                                                      
1
 杰拉德‧德蘭第（Gerard Delanty）：《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知識、權力與自我》，北京：商

務印書館，2012，頁 13-14。 
2
 見廢名〈新詩應該是自由詩〉，載廢名、朱英誕著《新詩講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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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是格律帶來的節奏和韻律，成就了「詩的句子」，但這些束縛令古詩在主題內

容上一致性較強，它主要靠句子的節奏和押韻來營造詩意，帶出詩味。相反，新

詩雖然沒有了格律粉飾和裝點，令句子看似平白如散文，但其自由度卻容許更多

生活的想像在其中騁馳，成就「詩的內容」。而聞一多則以中庸之道入手，不要

求廢除所有格律，而是試圖推出較寬鬆的規範，這些規劃都可視之為試圖疏解「時

代斷裂」下的矛盾意緒的表現，為新詩發展營造出便於孕育的「世俗化」。 

 

1 詩歌世俗化的勢頭 

 「世俗化」無論是指“secular”還是“profane”，都是現代性的特徵。阿岡本

（Giorgio Agamben）在其小書“Profanations”中指前者並沒有改變社會的權力架

構，只是從一個範疇轉移到另一個；而後者則具有消弭原有權力架構的作用。3劉

小楓在《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中則將“profane” 譯作「世俗化」，含意相同的，

都有挑戰社會王道價值，甚至有「瀆聖」的含意。「世俗化」是源自韋伯（Max Weber）

所謂的「脫魅」過程，而「魅」之來源就是宗教性的神聖願景，「脫魅」就是擺

脫宗教權威的統攝，而以知性去闡釋世情，4
 所揭示的可能是宗教層面上視為醜

惡之面貌，例如文藝復興時期，達文西和米高安哲奴的人體解剖圖，在當時人眼

中可能已是「瀆聖」之象，是醜惡的，因為它所展示的是個人主體性藉科學理性

的抬頭，減少對形而上神權的仰仗。一個「世俗化」社會，與其說是對神聖權威

的挑戰，倒不如說是人的一種價值取態，選擇偏向工具理性的科學，在這樣的大

前提下，人的主體性漸漸抬頭和增強，而這亦是「世俗化」的關鍵現象，令「主

體性」成為現代性的其中一個關鍵詞。劉小楓以「此岸感」這詞來闡述主體增強

的現象。「此岸」當然是相對於「彼岸」，在中世紀的歐洲，神權至上，那時的「彼

                                                      
3 見 www.graficartieve.com, 2018 年 7 月 5 日檢索。原文為：“secularization leaves the power structure 

intact; it simply moves it from one sphere to another, profanation, instead, manages to deactivate the 

power devices and restores the common use of the space that power had confiscated.” 
4
 劉小楓：〈審美主義與現代性〉，《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

頁 279-286。 

http://www.graficartie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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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當然就是天國和永生，而「此岸感」就是對「彼岸」的渴望減低，甚至消弭，

不再希冀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改為追求身邊更實在，可帶來更大滿足感的事物，

也就是說「此岸感」愈強烈，「主體性」也愈強烈。只是個體的生命，無論理性

如何為先為主，始終需要情感上的安慰和寄託，所以當人擯棄了超世的仰仗，便

不得在「此岸」尋找精神的寄託，於是像文藝復興那樣，需要在審美上尋找感性

的安解：「審美乃是為了生命在失去彼岸支持後的此岸支持。」5
 總的來說，審

美之所以跟現代性扯上關係在於個體跟超然的宗教性權威和傳統訣別，強化個體

的主體性，又強調以知性觀照世界。另外由於「彼岸」支援的喪失，所以即使個

體因「此岸感」而提升了主體性，但客觀生活始終算不上完整，主體往往因渴望

感性上的滿足而去追求審美，審美遂變成了新的宗教倫理。如果主體性增強是現

代性的重要特徵，那麼主體對審美的追求，自然是這個特徵的重要表象。這跟本

文引論中提過，五四知識份子在追求過「工具理性」主導的「實用現代性」後，

轉而關顧「審美現代性」的現象不無關係。 

 

 詩之所以在新文學中給視為難以克服的一環，在於詩不單是一種文體，更是

一種精神傳統，是中國文學「抒情系統」的核心，甚至令人聯繫到「西方民族中

統率萬物的神性本體」，6而從許多古籍中可見，詩在傳統中國社會的功能確實已

遠超一種文體所能達至的教化功能，它更是整個士人階層凝結起來的核心價值

觀： 

 

 是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

倫，美教化，移風俗。（見《毛詩‧序》）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

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詩品‧序》） 

 

                                                      
5
 同註 4，頁 281。 

6
 見劉士林：〈中國文化是詩性文化〉，《中國詩學精神》，海南：海南出版社，2006，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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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詩給「聖化」至一個崇高的精神「彼岸」，而士人可說是「此

岸」最能接近那崇高境界的階層，對於一般平民來說，「詩」可說是「不可望」

的距離，於是五四時代許多詩論都紛紛提出中國詩該走「大眾化」、「平民化」的

路線，7務求要將詩拉到平民的階層去培植滋養。俞平伯的長文〈詩底進化的還

原論〉主要是承接周作人於 1919 年提出的「平民文學」的主張，認為該以普遍

的文體寫普遍的思想與事實；該以真摯的文體，記真摯的思想與事實。8
 俞平伯

在文中強調詩原產於民間，後來才逐步貴族化，現在該將詩還原於民間，強調這

才是真的「進化」。9
 雖然藝術普及化乃現代性的特徵，據《現代性的五副面孔》

中指出那是出現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現象——隨着量產技術的成熟，加上教育普及，

令藝術品的需求增加，於是藝術變得大眾化。但「媚俗化」跟「世俗化」可說是

完全不同的進程，簡單而言，「媚俗化」是從精英到大眾的「接收面」的拓闊，「世

俗化」則是對大眾口味的奉迎。俞平伯單純指出將藝術「還原」到民間便是進化，

他的說法是過份簡略了。縱使《詩經》最早期源自民歌，但當中包括了一種品位

上的提升力，可將作品精緻化，也就是將之推至「此岸」的最高端。如果像俞所

言，只要將詩還原到民間，那不意味着「進化」，只能算是“secular”，要做到俞

所謂的「進化」，大概便得做到“profane”，即把古詩「鞏固身價的上揚力量」從

士人階層釋放出來，讓平民得着深刻的昇華精神境界的力量。 

 

 「世俗化」的「俗」，是「生活的知性品質」，也就是說從古詩到新詩的發展

之所以是「世俗化」，並不在於詩的選題是否貼近平民生活，或者用語和表達手

法是否夠通俗和大眾化，而在於新詩把本來給「聖化」了的詩，從「引人仰望」

的彼岸，帶回「令人共鳴」的此岸，強調人作為感情主體，該有表達心中所思所

                                                      
7
 只要隨意打開一部現代詩論選集都可以找到這三個關鍵詞，例如在《中國現代詩論（上編）》

（花城出版社），便有嚴辰的〈關於詩歌大眾化〉，王亞平的〈論詩歌大眾化〉；而在《中國

文論選‧現代卷（上）》便有仲密（周作人）的〈平民文學〉，這些文論中當然不乏倡導文學

該為人民服務的政治潛意圖。 
8
 〈平民文學〉乃周作人以筆名仲密發表於《每週評論》第 5 號，1919 年 1 月，頁 1-2。 

9
 見《中國文論選‧現代卷（上）》，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頁 22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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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享受審美滿足的自由，正如劉小楓在〈審美主義與現代性〉中所言，這是現

代生活的一種形態。10
 蔡元培進一步提出的「美育代宗教」可說是順應當時中

國國情的主張。 

 

劉小楓指蔡元培的主張源於歐洲的「理性主義」，11卻沒有明確闡述其中的

淵藪。審美與理性的扣連主要是源於席勒（J.C.F. Schiller, 1759-1805）的《美育

書簡》，席勒在其第十九封信中指出，要使感性人變成理性人，必須首先使他成

為審美人，這是由於感性的人欠缺了思維和意志去理解真理。席勒把美育視之為

培養道德和理性的一種手段：「美可以成為一種手段，使人由素材達到形式，由

感覺到達規律，由有限存在達到絕對存在。」12
 席勒所定義的美育宗教包括了

體、智、德、美的教育，旨在使人的感性和知性達到平衡和諧，但蔡元培的美育

定義收窄了：「知識、意志兩作用，既皆脫離宗教以外，於是宗教所最有密切關

係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謂的美感。」13
 蔡的美育宗教觀乃目標為本的建議，

就是嘗試在五四時代，精神文明崩潰的時代，提出挽救社會的良方，乃建基於救

國的需要，故十分着重其實踐的可能性，蔡的這個主張在當時可說無形中將詩從

可望而不可即的「彼岸」拉到可即的「此岸」，而且正正由於其「代宗教」的特

質，令詩即使回到此岸，卻依然是處於此岸的最高端，不會因還原其民間地位而

失卻精進水平的動力。像蔡元培這類知識份子如此有意識的政治部署藉以紓解當

時文化人在新舊夾縫中的惶惑，可說亦是中國現代性中的一張獨特的面孔。蔡的

主張下啟了之後四十年代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以道德代宗教」的觀點，

14
 和宗白華於《美學散步》中所強調的美育對社會生活的影響。15

 無論是「美

                                                      
10

 見劉小楓：〈審美主義與現代性〉，《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

頁 285。 
11 見劉小楓：〈審美主義與現代性〉，《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頁 290。 
12

 席勒：《美育書簡》，台北：丹青圖書，頁 134。 
13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 —— 在北京神州學會演說詞〉，《我們的政治主張》，北京：

光明日報出版社，2013，頁 17。此演說發表於 1917 年 4 月 8 日。 
14

 見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第六章，香港：三聯書店，1999，頁 95-122。 
15

 見宗白華：〈藝術與中國社會生活〉，《美學散步》，台北：洪範出版社，1987。 



盪懷生家國：中國新詩與現代性 1917-37 

 

 54 

育」，還是「道德」，都是在傳統文化範疇中，找足以在亂世中撫慰情感的理念，

代替宗教的部分功能；務求可在最短時間發揮最佳的救國效果：「宗教道德二者，

對個人，都是要人向上遷善。然而宗教之生效快，而且力大，並且不易失墜。對

社會，亦是這樣。二者都能為人羣形成好的風紀秩序，而收效之難易，卻簡直不

可以相比，這就為宗教本是一個方法，而道德則否。」16
 宗教淪為救國之手段，

這不啻是通過將「美育」、「道德」的「世俗化」，將傳統觀念轉化成「現代傳統」，

換句話說，所以從「實用現代性」到「審美現代性」的轉向，可說是中國因當時

時勢而催生出來的中國現代性的重要特徵。 

 

另外，由於詩是最適合情感抒發的文類，暗合了蔡元培所設想的「代宗教」

的主要功能，使詩成為白話運動中必爭之據點，而從古詩到新詩，被普遍喻為「詩

體大解放」，即打破本來令士人階層保有「話語權力」的格律和對仗等原則，讓

一般識字的普羅大眾也可以自由地創作詩歌，將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感昇華至更

高的精神層次，除了強化個人主體性，還可感染他人，達至「代宗教」的效用。

一眾五四新詩詩人，可說是合力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中造就了一個「世俗化」的個

案。李歐梵在〈追求現代性〉（一八九五—一九二七）〉中首先引夏志清的觀點，

指中國文學進入現代階段，其特點在於其中表現出來的「感時愛國」精神：「那

種中華民族被精神上的疾病苦苦折磨，因而不能夠發憤圖強，也不能夠改變它自

身所具有的種種不人道的社會觀點。」17
 而「感時愛國」的精神其中一個反映

就是在作品中批判政治社會現實時所表現的濃厚主觀性，與此同時流露出一種對

自我的深切關注，這不啻是令新文學初期，因語言革新，世局動盪而陷於衰微的

「抒情傳統」重獲活力的機遇。李歐梵指中國的現代作家會將「本人和性格」置

於「跟整個社會對立的位置上」，大概只有這樣才能擺出客觀批判的理性姿態。

但與此同時「作者感時憂國的精神和那種對於國家的腐敗罪惡產生的厭惡之情連

                                                      
16

 見宗白華：《美學散步》，頁 106。 
17

 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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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從而心生懸而難決的矛盾心態」，18這種心態再加上「美育代宗教」理

念中強調情感宣洩的主張，矛盾的煎熬便進一步加劇（這跟蔡元培原初的設想不

無差異）。再者，個人強化了的主體性又會設法改造外界的現況來符合自己的想

望，只是當情況不從己願，又會心生無力感，膨漲了的主體性給澆了冷水，於是

便出現踟躕不前的矛盾心境，例如聞一多提出的「休息」理念便是（這在後文會

詳加闡述）。這種「世俗化」中的糾結意緒大概也是中國現代性的一個特質。 

 

2 在意象和象徵之間的展現場 

 要深入地剖析新詩中所反映的現代性，首先必須弄清究竟新詩從古詩繼承了

甚麼？又如何橫向翻出了甚麼新意？新舊元素又化合出甚麼？程抱一的《中國詩

語言研究》只分三章，第一章是從中文句子成分省略的文言特質談及中國文化中

「虛實對應」的特質；第二章則是從格律談及「陰陽互補」的觀念；第三章則是

從意象談及「天地人」的觀念。當中國的詩變成「新詩」，基本上便喪失了程抱

一首二章所說締造古詩詩質的途徑，詩人可以訴諸的門路便只剩下「意象」的系

統，由於程作的讀者對象在西方，故他嘗試拿西方的文學概念來作類比闡述，但

卻無意中點出了「意象」系統在新詩裏的運作模式： 

 

根據傳統的定義，建立在類比基礎上的隱喻，構成於運用一個象徵意

義再現一個意念或者一種情感。在這一意義上，隱喻可以被看成接近於「比」，

也許它們的區別在於，在中國這方面，「比」寓於一個普遍化了的系統中。

建立在毗鄰基礎上的換喻，構成於將一些具有鄰近關係的意念或意象連結起

來。在這一意義上，它可以令人想到「興」。在此，同樣，在我們看來，區

別在於換喻更像是敍述中的一種手法，而非用來在客體和主體之間建立一種

明顯關係。19
 

 

程的觀點其實相當獨到，只是短短的段落中便壓縮了意象、象徵、隱喻、轉喻等

觀念，可說是「密度」相當高的闡述，只要仔細界定一下那些概念之間的互動關

                                                      
18

 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頁 230。 
19

 見程抱一著，徐衞羣譯：《中國詩語言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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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當能清晰地展現新詩「世俗化」的演進蹤跡。美國耶魯大學的保羅‧迪曼（Paul 

de Man）在其代表作《閱讀的寓言》（Allegories of Reading）的首章「符號學與

修辭學」（“Semiology and Rhetoric”）中指具文學含藴的文字和語言都具有雙重

結構—— 換喻（metonymy）和隱喻（metaphor），跟前者相應的是理性思維、語

法邏輯、陳述線索等，可說是作品時空背景等知性信息的鋪陳，跟後者相應的是

帶着濃厚個人（作者和讀者）主觀色彩的想像，是串連作品象徵含意、不確定性、

朦朧神祕感的一脈。20
 鄭敏在〈保羅‧迪曼的解構觀與影片《紅高梁》〉中指迪

曼的雙重結構過份着重隱喻和換喻的相克制的關係，沒有充分闡述兩者如何才算

諧協，並共同編造出理想的表現效果。她於是引用雅克布森（R. Jakobsen, 

1896-1982）和拉康（J. Lacan, 1901-1981）關於換喻和隱喻的學說來補充迪曼理

論的不足。她指換喻是共時性的，而隱喻是歷時性的，兩軸相交便構成了作品的

展現面。在《閱讀的寓言》中，迪曼指隱喻是屬於修辭學的範疇，包括了暗示和

象徵，其實就是依靠約定俗成的符碼系統，是經時間累積而成的，正如程抱一所

言隱喻接近「比」，乃寓於一個「普遍化了的系統」，所以它屬於歷時性的軸。而

換軸自然就是修辭學的範疇了，是仔細檢察詞義在時代中的轉變，所以程抱一說

「換喻」近似「興」，乃構成於一些具有鄰近關係的意念或意象，而所謂「起興」，

本身就是靠當下眼前的景象作引子，故屬共時性。換句話說，鄭敏並非發展了迪

曼的理論，只是將之引用到文學評論上，並以電影《紅高梁》作為闡析示例，藉

此說明迪曼的雙重結構的諧協度如何成為評論的原則： 

 

換喻以本身的具體性，物質性（自然）改變着隱喻的抽象性模糊性（精神靈

魂），而隱喻則以自己的象徵靈光磨去換喻的生硬、僵直、白露、粗糙。當

這兩結構被有控制地相交時，藝術就像放出內在光輝的肉體。21
 

 

 

                                                      
20

 Paul de Man. “Semiology and Rhetoric”. Allegories of Readi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79, 

pp. 3-19 
21

 鄭敏：〈保羅‧迪曼的解構觀與影片《紅高梁》〉，《結構—解構視角：語言‧文化‧評論》，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8，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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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這「隱喻—換喻」的雙重結構來闡述新詩「世俗化」的發展，我們大概可

以將中國詩的「彼岸感」理解為那些帶來「高驚喜度」，令人佩服的巧思，是較

偏向「隱喻軸」的，而「此岸感」則是「生活感強」，易引人共鳴的分享，是偏

向「換喻軸」： 

 

 

 

 

 

 

 

 

 

 

 

 

 

 

新詩的「世俗化」似乎是要將詩推向「換喻橫軸」，使之變得更清通易明，但中

國詩在「抒情傳統」中的至尊地位，加上中國象形字的暗示性，22令新詩不可能

完全甩棄隱喻軸，事實上沒有文體改革可以完全甩掉另一軸。五四白話運動的特

別之處就是中國詩的傳統地位、漢字的象形特質，和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等各方

面的交纏，令此兩軸之間的「場域」存在着強大的張力。 

 

 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在《書寫與歧義》 （Writing and Difference）

指語言具備能量（force），會竭力滑離固定明確的闡析，造成歧義（difference），

這些滑動會留下蹤跡（trace），一個文本就該是一個蹤跡的網絡。如果將德里達

的觀點放到「隱喻—換喻」的雙重結構中，我們大概不難設想，兩軸間的強大張

力會令中間的場域出現相當頻繁的蹤跡網，這樣偶然成就的激烈滑動的軌跡意味

                                                      
22

 鄭敏：〈語言觀念必須革新：重新認識漢語的審美功能與詩意價值〉，《結構—解構視角：

語言‧文化‧評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8，頁 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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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詞義演化的生命力。 

 

 在整個白話運動中，這詞義上滑動較激烈，留下相當明顯的滑動蹤跡的，大

概就是「象徵」和「意象」之間的「滑動」（slippage）。「象徵」跟「意象」的分

別，在於前者依然得依靠約定俗成了的符號系統，正如鄭敏所言，象徵是假設有

兩個對象，一個是另一個的代號，例如「桃花」是「人面」的象徵，但意象不是

說「人面」像「桃花」，而是說人面就是桃花，而隨着時代的轉變，桃花這個意

象可能有所轉變，引發不一樣的聯想，連繫不同的所指（signified）。23
 總括而

言，象徵是靠近隱喻軸的，是類近「比」的手法，如程抱一所言，「比」是「由

主體到客體」，「由人到自然」的過程；意象則是靠近換喻軸，類近「興」的手法，

是「由客體到主體」，「由自然返回人」的過程。24
 中國新詩發展初期，詩人都

在找尋發展的出路，簡單而言，就是試圖從隱喻軸擺到換喻軸，為漸漸失去生命

力，變得陳舊的符號系統注入生氣。周作人為劉半農《揚鞭集》所作的序無意中

展示了這「滑動」的寄望： 

 

新詩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歡嘮叨的敍事，不必說嘮叨的說理，

我只認抒情是詩的本分，而寫法則覺得所謂「興」最有意思，用新詞來

講或可以說是象徵。讓我說一句陳腐話，象徵是詩的最新寫法，但也是

最舊，在中國也「古已有之」，我們上觀國風，下察民謠，便可以知道

中國的詩多用興體，較賦與比要更普通而成就亦更好。25
 

 

周作人認為「興」是新詩的最新寫法，表達了靠近換喻軸的期許，周只表示以「興」

手法可以避免嘮叨，不需要因為敍事和說理而消減委婉的詩意，又說「興」較「比」

成就較好，就是意味周是在追求較「已普遍化了的比喻系統」更開放更新鮮的表

現形式，也就是共時性的生活「意象」的組合。如前所述，「意象」就是中國詩

撇棄格律後剩下可以保存傳統詩質的手法，不同的是周卻稱之為「象徵」；事實

                                                      
23

 鄭敏：《結構—解構視角：語言‧文化‧評論》，頁 98-99。 
24

 程抱一：《中國詩畫語言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 83。 
25

 見周作人：〈《揚鞭集》序〉，載《中國現代詩論》上編，廣州：花城出版社，1991，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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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象徵」和「意象」定義，無論中西，至今還是莫衷一是。另外，如上所述，

「興」是「從客體到主體」的過程，也就是說當受外界事物觸發，找到精闢的「意

象」寄託，然後將這些意象作適當的安置，織出一張意象網，通過意象之間的張

力來突顯詩人的情感。就像李白的〈靜夜思〉便是運用了「興」的手法，詩人看

見月光，心底便升起思鄉之情，令個體自我變得更實在，提升了詩人的「此岸感」。

新詩給詩人萌發了兩重的「此岸感」：第一重是對突破了格律和階級的束縛，可

以讓非士人也可以抒發情感，得着類似宗教的昇華作用，另外從古詩到新詩，為

了保存詩質，意象似乎是當時知識份子唯一能借助的手段，所謂「興」的手法，

就是主體對外在刺激的情感反應，鞏固個人的主體性。這兩重「此岸感」正是新

詩較其他文類更便於成就「世俗化」效應的原委。 

 

 周作人主張以「興」的手法來寫新詩，事實上周除了理論主張，他亦嘗試實

踐，他的〈小河〉在當時可說是相當成功的例證，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可說是新

詩發展的一個里程碑。26
 其實除了周作人以外，無獨有偶，新月派詩人朱湘也

有以「小河」為題的詩作，還不止一首，而是兩首，可見「小河」這個意象，在

當時有一定的時代意義，如果將三首〈小河〉都放到「隱喻—換喻」雙重結構去

分析，便會發現當中留下了不少語言滑動的蹤跡，現先將周作人的〈小河〉全首

引錄如下，俾便闡述： 

  

                                                      
26

 見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修訂本），北京：中央青年出版社，1988，頁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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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小河，穩穩的向前流動。 

經過的地方，兩面全是烏黑的土， 

生滿了紅的花，碧綠的葉，黃的果實。 

一個農夫背了鋤來，在小河中間築起一道堰。 

下流乾了，上流的水被堰攔着，下來不得， 

不得前進，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亂轉。 

水要保他的生命，總須流動，便只在堰前亂轉。 

堰下的土，逐漸淘去，成了深潭。 

水也不怨這堰，——便只是想流動， 

想同從前一般，穩穩的向前流動。 

一日農夫又來，土堰外築起一道石堰， 

土堰塌了，水沖着堅固的石堰，還只是亂轉。 

堰外田裏的稻，聽着水聲，皺眉說道，—— 

「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憐的小草， 

我喜歡水來潤澤我， 

卻怕他在我身上流過。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經穩穩的流過我面前， 

我對他點頭，他向我微笑。 

我願他能夠放出了石堰， 

仍然穩穩的流着， 

向我們微笑， 

曲曲折折的盡量向前流着， 

經過的兩面地方，都變成一片錦繡。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 

只怕他如今不認識我了， 

他在地底裏呻吟， 

聽去雖然微細，卻又如何可怕！ 

這不像我朋友平日的聲音， 

被輕風攙着走上沙灘來時， 

快活的聲音。 

我只怕他這回出來的時候， 

不認識從前的朋友了，——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過去。 

我所以正在這裏憂慮。」 

田邊的桑樹，也搖頭說，—— 

「我生的高，能望見那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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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送清水給我喝， 

使我能生肥綠的葉，紫紅的桑葚。 

他從前清澈的顏色， 

現在變了青黑， 

又是終年掙扎，臉上添出許多痙攣的皺紋。 

他只向下鑽，早沒有工夫對了我的點頭微笑。 

堰下的潭，深過了我的根了。 

我生在小河旁邊， 

夏天曬不枯我的枝條， 

冬天凍不壞我的根。 

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 

將我帶倒在沙灘上， 

拌着他捲來的水草。 

我可憐我的好朋友， 

但實在也為我自己着急。」 

田裏的草和蝦蟆，聽了兩個的話， 

也都歎氣，各有他們自己的心事。 

水只在堰前亂轉， 

堅固的石堰，還是一毫不搖動。 

築堰的人，不知到哪裏去了。27
 

 

首先看看「小河」這個「中心意象」的滑動的蹤跡，在古代漢語中，如果是「小

河」，一般會用「溪」來指涉，如皮日休有詩作〈虎丘寺西小溪澗泛三絕〉。河，

在古代漢語中，含有「大」的含意，是指「黃河」，是中國文化的「母親河」，李

白的「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更為此字添上神聖的文化意藴，但

偏偏周作人卻將之「渺小化」，彷彿只是家門前的一髮溪，可說是「褻聖」的「語

言滑動」—— 「河」這個本來中國文化的象徵，藉着詩人的刻意鋪排滑動到一

個較開放的語境，擺脫了固有配對好本體和喻體的牽絆，變回意象，讓讀者有更

大的聯想空間去嵌入自己的情感。正如從中國古典詩詞獲得啟迪而醖釀出意象主

義的龐德（Erza Pound，1885-1972）所言：「意象是感性與知性在瞬間的結合」，

                                                      
27 見《新青年》簡體典藏全本‧第六卷（第一至六號），北京：寧夏人民出版社，2011，頁 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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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也就是說「意象」的創造是主體更貼近當下生活的呈現，可說是挨近「共時

性換喻軸」的傾向，詩人心中的「此岸感」亦因主體性的增強而提升。新詩容許

尋常百姓也可替國家民族的氣數而焦急和籌謀，這種感時憂國的情懷，如上所述，

是中國現代性的特點，而新詩正好亦是讓人最易表現感時憂國情緒的文體。廢名

對此詩有過這樣的評論：「周作人先生的〈小河〉，其為新詩第一首傑作事小，其

能令人眼目一新，詩原來可以寫這麼些東西，卻是關係白話新詩的成長甚大。青

年們看了周先生所寫的新詩，大家不知不覺的忘了裹腳布，立地便是天足的女孩

子們想試試手段了。從此新詩有離開舊詩的可能，因為少年人的詩園裏已經有一

塊園地了。」29
 可見，〈小河〉的重要，在於它較傳統古詩突顯較強的「此岸感」，

感染更多的年輕人去「感時憂國」之餘，依然能展現相當高的創意，令人因歎服

而生的「彼岸感」。 

 

如果拿朱湘的兩首〈小河〉來並讀，便會明白何以周的〈小河〉會較具感染

力，而朱的兩首沒能承接得到將「河」意象「渺小化」帶來的新鮮感。朱湘的第

一首，共 12 詩節，每節 4 行，共 48 行，詩甫開局便沒能擺脫隱喻軸的牽引，未

能給人帶來陌生化的驚喜： 

 

白雲是我的家鄉， 

松蓋是我的房檐。 

父母，在地下，我與兄姊 

並流入遼源的平原。 

 

我流過寬白的沙灘， 

過竹橋有肩鋤的農人； 

我流過俯岩的面下， 

他聽我彈幽澗的石琴。 

 

有時我流的很慢， 

                                                      
28

 鄭敏：《結構—解構視角：語言‧文化‧評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8，頁 313。 
29

 見《新詩講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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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明鏡不殊， 

輕舟是桃色的游雲， 

舟子是披蓑的小魚； 

 

有時我流的很快， 

那時我高興的低歌， 

人聽到我走珠的吟聲， 

人看見我起伏的胸波。30
 

 

朱湘的〈小河〉雖未能擺脫中心意象所牽連的聯想 —— 相似聯想：房檐、明鏡、

吟聲，相近聯想：白雲、平原、小魚、胸波，整首詩看似給「河」這個中心意象

牽着走，沒法溢出「比喻」的範疇去表達自己心中所想，詩作似乎只是帶領讀者

去想像一道小河的風光，沒能激發起人去作其他的深層閱讀。但如果再品味一下，

便會發覺其深層意義不在於河經過甚麼的「意象」，而是意象排列的陣式，令它

們之間發揮了怎樣意義延伸的張力：周作人的〈小河〉以全知觀點敍事，「我」

乃出現於稻和桑的自白中，營造從多元角度拼湊真貌的效果，小河還是象徵所描

劃的風光，跟讀者還存在一點距離；而朱湘的〈小河〉則以第一人稱敍事，詩人

以「小河」起興，起初彷彿是在寫河沿途的風貌，起首「白雲是我的家鄉」令人

聯想到「黃河之水天上來」之詩句，但語調上卻較李白詩要平靜得多。「小河」

漸漸從外在的寛弘進入內在的感應，小河變成了「我」的化身，最後一節，可說

是詩人的明志之言，期望更多人聽見自己詩中的心聲。 

 

在周作人筆下，「小河」已不單是一條河了。蔡元培說周的〈小河〉代表了

五四的「新思潮」，而周也確實能承着「小」字的「褻聖」意圖，藉着這樣的語

言滑動去表達期望國家民族放下「天朝身段」，謙卑地去惠澤百姓的生活。承接

「河」意象「渺小化」的滑動，詩中其他意象也承其勢留下「魔鬼化」的滑動痕

跡。例如跟「河」相對的「堰」，同樣也有類似的「語言滑動」：在中國神話中有

所謂「息壤」，乃是天帝的神物，可以不斷增長，滋養萬物，後來大禹的父親鯀

                                                      
30

 見朱湘：《草莽集》，浙江：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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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治理洪水，在天帝處盜取了息壤作堰，試圖以堵塞的方法來治水，卻終告失

敗。〈小河〉一詩中，「堰」是農夫用來引水灌溉的，不過是人間的建設，沒有神

物的崇高。「息壤」具有滋養萬物的功能，但變成「堰」後，卻變成了蒼生的威

脅，周通過桑樹和稻穗呼喊，似乎就是要暗示「堵塞」之法不可行，必須像禹那

樣改用「疏導」之法。如果周的「小河」代表五四的「新思潮」，那麼詩人便是

希望找到有效的疏導之法。小河所串連的意象還包括了「桑」和「稻」兩種都是

在傳統詩中象徵生命力和生產力的意象。在《詩經》305 篇中，包括桑意象的便

有 22 篇。「採桑養蠶」是古代的重要農業活動，因為蠶，由卵而蟲，由蟲結繭，

由蛹變蛾的蛻變過程，往往令人聯想到重生，怪不得古代陪葬的人偶也給稱作「俑」

（跟蛹同音），而桑則為蠶的食糧，所以更給聖化為「生命根源」的象徵，例如

在〈曹風‧鳲鳩〉中：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槡。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這是一首頌讚君子美德之歌，詩四節均以「鳲鳩在桑」為基調，然後再將七子，

依次分佈在梅、在棘、在榛，以示鳲鳩之子之「有序」，暗示治家（治國）有理。

由此觀之，桑是生命秩序的根源，但觀乎〈小河〉中的桑，雖然看見小河「變成

青黑」，「只向下鑽」，於是心生憐惜地說「我可憐我的好朋友」，但與此同時也說

「但實在也為我自己着急。」試想本來在隱喻軸上象徵生命根源的桑樹，竟然在

盪向換喻軸的滑動中留下了憂心忡忡的「痕跡」，完全跟〈曹風‧鳲鳩〉裏作為

整首詩基調意象的沉穩特質有所偏差，但也正正是這個偏差令這份對未來的憂心

更見深刻。 

 

 至於稻，《詩經》裏有五篇提到，都顯示出稻是主要的食糧，而且需要多水

才能生長得好，所以在詩中稻的意象沒有怎樣的滑動得太偏離隱喻軸，稻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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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中只擔心河水不再認識以往的朋友，大踏步便跨過去了。在周作人的〈小河〉

裏，河給「渺小化」而變得謙卑親切，但始終主宰着全詩的步調，綴結着「桑」、

「稻」等陪襯意象。如果小河是代表「大我」的意象，「桑」、「稻」便是影射「小

我」的意象。「小我」依然受「大我」的影響和牽絆，所以「稻的憂慮」跟「桑

的着急」正是「感時憂國」的反映。〈小河〉中還有「農夫」的意象，便是對「小

河」施以「堵塞」的管理手法的主事人。整首詩不是在呼喊建設，而是冀盼着「破

除封閉」的力量，是對解構力量的呼喚，這種打破封建專制的呼喚可說是感時憂

國的大前提下的一個具體建議。朱湘的還有一首〈小河〉，是之前一首的補章，

顯示詩人蠻着重經營「小河」這個意象，而且之前一首似乎還有意猶未盡之處，

朱湘的〈小河〉補章是一首短詩，同樣反映了解放的渴望，朱以「河水蒸發成雲」

來表現： 

 

 海是我的母親， 

 我向伊的懷裏流去。 

 一日， 

 伊將抱着我倦了的身子 

 搖着 

 哼着催睡的歌兒； 

 我的靈魂將化為輕雲， 

 飄飄的騰入空際， 

 —— 而又變形的落到地上， 

 被伊的愛力吸落到地上了。 

 陰陰春雨中 

 遠處的泉聲活活了。31
 

 

單看這首詩會覺得朱湘這首詩中「母親」、「春雨」的象徵蠻陳腐，這是以今天的

眼光來回看白話文方興年代的創作，似乎不夠公允。事實上，朱湘這首既曰是「補

章」，那麼便應將之跟正章拍合一起並讀。如前所析，之前一首〈小河〉，以「小

河」代「我」，從外在景物寫到內心立願，到了補章則是「我」重新回到「母親」

                                                      
31

 見朱湘：《草莽集》，浙江：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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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裏，變回「輕雲」，呼應正章首句：「白雲是我的家鄉」。如果將「母親」解作

一般理解為的「祖國」，那麼兩詩並讀便會明白詩人是在表達「文化承接傳統」，

然後將之和內心起伏的情感相結合，譜出心聲。接着在補章中則以自己的「歌兒」

散播到天上空際，變成雨水，活化出新的「現代傳統」。 

 

相對於朱湘的兩首〈小河〉，周作人的〈小河〉予人的「驚喜度」要大得多，

所以是處於隱喻軸的高端，而朱的「小河」則只能在較低的水平，卻因其直白的

抒情和第一人稱敍事，令人較易理解，產生共鳴，故在「換喻軸」上則稍稍超逾

周的〈小河〉（具體位置標示見前面圖解。）大概就是在此兩軸間的「展現場」

上擁有如此高的座標令周作人的〈小河〉被視為新詩發展的里程碑，但朱湘的兩

首，即使也十分用心經營，卻較少人談論。一個中國人，無論是詩人，還是讀者，

在一個似要亡國的時勢得着感時憂國的衝動，可說是「此岸感」的充實感受，也

是個人主體性的鞏固，更是一種「文學自覺」，這是周作人作品（不單是〈小河〉）

和主張所代表的現代性，正如黃繼持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問題〉

中指出：「個體意識與人道主義，正是西方『現代化」的源頭，五四從頭學起，

與此相類的還有『文學的自覺』。」 
32

 

 

歷來評論對於〈小河〉的劃時代意義，都僅集中於其象徵手法的運用，以及

其含藴的豐富，從沒有就這首詩的標點符號的運用作過闡釋，這亦非挑針眼的活

兒，而是可視之為一種「文學自覺」—— 詩人在檢視「新詩」這文體的同時，

發現了當中的紕漏，並設法補救和完善。〈小河〉寫於 1919 年，當年周作人與馬

裕藻、朱希祖、錢玄同和胡適等幾位聯名向政府教育部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

號議案》，到 1920 年 2 月 2 日，當時的北洋政府便通過議案，正式向全國頒佈

《通令採用新式標點符號文》，這可是白話文發展的重要一步。以往文言文的標

                                                      
32

 黃繼持：〈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問題〉，《現代化‧現代性‧現代文學》，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2003，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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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主要用以斷句，有時用圈，有時用點，有時用一橫或一豎，不一而足，不便使

用，也易生誤會。新標點符號的頒佈可說是成就廢名所謂的新詩的「散文的句子」，

使句子的層次更豐富，傳達起來也更見清晰易明，更成為推敲「詩的內容」的重

要參考。在那時連逗號、句號都未有一定規範的年代，詩人卻在一首詩中五處運

用了更為生僻的破折號。五處中有四處是用於句末，這有點像美國女詩人狄瑾蓀

（Emily Dickenson）的標點特色，她許多時都將這類似「破折號」的橫劃（因英

語中並沒有「破折號」，是詩人自創的標點）置於句末，以同樣用「河」為主意

象的“My river runs to thee”為例： 

 

My river runs to thee—— 

Blue sea—— wilt welcome me? 

 

My river wait reply—— 

Oh sea—— look graciously—— 

 

I’ll fetch thee brooks 

From spotted hooks—— 

 

Say sea—— take me? 

 

狄瑾蓀好用意象，通過種種意象的組合創造不同的延伸含義，許多評論家和翻譯

者都以為詩中那橫劃只用以標示「韻律的起伏跌宕」，33
 鮮有仔細分析這符號在

狄瑾蓀作品中的深刻意義。以上引的一詩為例，細心看便會發覺句末的一劃表示

着意象的轉折，從「河」到「海」，兩個意象之間會自然產生張力，給讀者提供

想像的留白，例如第一句便是說明「你」（thee）的身份就是「藍海」（blue sea），

便讓人猜想究竟「我的河」（My river）代表甚麼，它跟大海又是甚麼關係。所謂

的「詩的內容」便從這些意象的隙縫滲透出來。 

 

當然我無法印證周作人是否真的受到狄瑾蓀的影響，但觀乎句末破折號的運

                                                      
33

 見江楓譯：《狄金森名詩精選》，西安：太白文藝出版社，1997，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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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周的詩作中並非偶然，他的其他詩作如〈畫家〉，〈夢想者的悲哀〉也有在句

末用上破折號，這在當時白話標點符號未成體統的時代，這絕對是值得注意的。

根據後來頒佈的《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破折號的用法包括：1 標明闡釋

說明的內容；2 標示話題語氣的突變；3 標示聲音的延長；4 標示事項列舉的分

承。無獨有偶，〈小河〉裏的幾處破折號，剛好都涵蓋了上述四項功能，這樣一

方面發揮了「散文的句子」的理性闡釋功能，另一方面亦能保持作品的「詩質」。 

 

雖然無從證實周作人受狄瑾蓀影響，但兩位詩人藉着文字的實驗所彰顯的現

代性則非常近似。賴傑威研究和翻譯狄瑾蓀的詩幾十年，他曾這樣評價詩人所帶

來的影響：「她把英語推到極限，有時甚至超過極限而崩潰，她對語言及其書寫

表達進行實驗。她的詩通常看起來怪怪的、不和諧，甚至唐突的。她對英文的操

作無疑是深見個人的獨特風格。不過她自其獨特風格中，自高度非傳統的措辭、

並列、文法與文章構法中創造出經久的美麗、深遠的意義與極致的表達。」34
 誠

然，周作人不用刻意破壞，當時的中文已處於崩潰解構的年代，周作人的實驗的

意義在於如何在傳統中撿拾有用的，並將之翻新，所以周作人撿拾了「興」的技

法將之翻新成「意象組合」，激盪出新意。這個實驗過程固然切合現代性的特質，

但更能反映現代性特質的倒是實驗過程中，誠如賴傑威所說的詩人所建立的個人

風格，風格愈是迥異、突兀，便愈能突顯其先鋒的氣質和志趣。 

 

3 審美現代性中的「意象」 

 詩這種語言，在古代士人階層是身份的象徵，後來這階層隨着社會政治的崩

散而瓦解，變成了一般的「知識份子」，他們受着文化基因的驅使，對詩的語言

還存在一定的趨鶩，還期望可以藉着詩發揮起碼的文化影響力，大概這就是為何

李歐梵會以知識份子「歸化到歷史上揚的氣勢中」的渴望，為中國現代性的特質。

                                                      
34

 董恆秀及賴傑威（George W. Lytle）譯/評：《艾蜜莉‧狄金生詩選》，台北：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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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仿吾在誇耀自身所屬的創造社的影響力時，便指出作為「小資產階級」（petit 

bourgeois）的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此乃成仿吾自創的詞，是“Intellectual”（知

識份子）的音譯）因着創造社的鼓勵，而能夠為民族「努力地完成我們的語體」，

並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分野」，而所謂的「小資產階級」有着「浪漫主義與感

傷主義」的根性。35
 兩種主義都是強調珍視主觀情感，無疑就是強化了主體性，

然後再將強化了的自我「歸化到歷史上揚的氣勢中」，無形中令中國文學體統中

因戰禍和社會改革而衰退的中國文學「抒情傳統」重新得着活力。對於知識份子

的「上揚歸化」，同為創造社的郁達夫有較仔細的論述。於 1928 年出版的《文學

概說》中，36
 郁達夫〈介紹一個文學公式〉中指所有文學均服膺於“F+f”這簡單

的公式，F 是「焦點印象」，而 f 是「情緒要素」。郁達夫以「逛商店的經驗」來

解說何謂「焦點印象」，他指人的意識是「有波有浪」，千變萬化的，情形就像走

到商店門口前，會先注意到招牌，激起一次意識的波動，招牌成了那一波的焦點

印象；進了店，招牌的意識便會消失，架上的商品又會成新一波的焦點印象，許

多不同的焦點集合起來，變成新的焦點。37
 總的來說，「焦點」就是為了延續「印

象」，免於在人的意識中快速消解，可以是許多「印象」的「綜合體」。若根據這

樣的描述，焦點印象並非在已有的文化符號系統中有約定俗成配對的本體，是生

活中的形態因引起主體關注而變成「印象」，如果沒有激起內在感情，大概便會

給遺忘。西方意象派的龐德曾這樣定義意象：「理性和感性的復合體」，此定義正

好暗合了“F+f”這道公式，也就是說郁達夫在尋找的新文學定義時，無意中偶合

了西方對「意象」的定義，而意象如前所述是新詩從古詩那裏唯一繼承過來構成

詩質的元素。換句話說，郁達夫在尋找文學原型的過程中，無意中秉承了傳統古

詩的餘緒，並協助締造「現代傳統」。 

 

                                                      
35

 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中國文論選‧現代卷（上）》，南京：江蘇文藝出

版社，1996，頁 575。 
36

 見《藝文私見》，上海：復旦大學，2004。「文學概說」原為 1928 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的小書，《藝文私見》為郁達夫主要藝文評論合集。 
37

 見《藝文私見》，頁 40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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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F”，郁達夫對“f”也有相當詳盡的闡析，他指古詩詞中有不少是只有“f”

的作品，然後舉李清照的〈聲聲慢〉為例，指出「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

戚戚……」的內容是「無病呻吟」，感情流於空洞，正由於放諸四海皆準，所以

作品便看似具「永久性」。38
 郁在其《文學概說》的「文學內在傾向」中提出所

謂「殉情主義」作品，就是那些因着現在處境衰敗，所以表現出對過去無限依戀。

而衰敗不單是指自身的境況，也可以是社會的局勢：「大抵一個衰老的社會，當

極盛時候早已過去，精力的全部，消亡殆盡，殘餘的一絲活力，不能自身振作，

再做一番事業，而生命力又不是完全塞死的時候，這時候的生活內容，就是過去

的回想，因為過去是他的所有中最華美的東西。然而這過去的回憶，不過是他的

現在的精力不足，意志不堅的證明，無論如何想把世界的榮華完全恢復，是辦不

到的。於是乎只好用了感情，把過去的事情，格外的想得壯麗，才足以掩蓋現在

的孤苦。」39
 郁的闡釋，我們大致可推想那些只有“f”的作品，可說是「殉情主

義」的。綜合而言，「焦點印象」“F”，除了可以將主體從無病呻吟的框框中解放

出來，進而去觀看、感知和記錄日常生活的事物外，更是意圖將沉溺於往日強國

夢的心志拉回現實中，郁在論文中所舉的「殉情主義」例子，正是南唐的亡國君

主李煜所作的〈浪淘沙〉，這似乎並非偶然的選擇，而是刻意的佈置。郁的這條

文學公式，其實是教人在現實生活中尋索「意象」的策略提示，目的是讓知識份

子將目光從「隱喻軸」移回「換喻軸」，通過揉合「理性觀察的結果」“F”跟「內

在情感」“f”來鞏固個人的主體性，讓人在亂世中尋回座標，強化知識份子的「此

岸感」，繼而自覺地去「感時憂國」。如果說現代性的其中一個特徵是知識份子萌

發出強大的主體性，可以在面對時代的斷裂性過渡中為整個社會發揮穩住民心的

作用，那麼郁達夫在尋找「意象」定義的過程和論述，可說是中國現代性的一個

貼切案例。 

                                                      
38

 見《中國文論選‧現代卷（上）》，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頁 413。 
39

 見《藝文私見》，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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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郁達夫，另一位替中國新詩尋找意象定義的人物當推聞一多，藉着他循

理論和創作兩方面經營意象，給中國新詩帶來許多新技法，可說是中國新詩從形

成初期到穩步發展的重要推手。聞一多認為詩是「做」出來的。這是在胡適所倡

的「直白」（有甚麼話，說甚麼話：話怎樣說，就怎麼說。）40
 和郭沫若的「直

抒」（詩不是「做」出來的，是「寫」出來的。）41
 的基礎上提出的藝術表現的

原則。胡適的「直白」代表着「詩的經驗主義」，着重描寫現實生活為主題，而

郭沫若的「直抒」強調創作並非模仿自然，必須將情緒和自己的「想像」表現出

來，可說是詩人主體性的體現。當時聞一多便指就是因為郭沫若不信服詩是「做」

出來的觀點，所以他的詩缺乏藝術錘煉，而出現歐化病句。42
 其實「做」詩和

「寫」詩之間並沒有衝突，前者是針對「形式」和「加工」而言，後者則針對「內

容」和「情感」來說，聞一多所以如此強調「做」詩是因為那是他自省的過程，

是將哲學和文學融合的過程：「文學要和哲學不分彼此，才壯嚴，才偉大。哲學

的起點便是文學的核心。」43
 正是如此，聞的詩給人老成懂事的印象，所含哲

思跟傳統強調「詩言志」和「文以載道」的理念相配合，而其「做」詩之觀點，

亦跟當時興起的「文學研究會」視文學為「反映社會的工作」的觀點相近。沈從

文曾這樣闡析聞一多的詩風：「以清明的眼，對一切人生景物凝眸，不為愛欲所

眩目，不為污穢所惡心，同時，也不為塵俗卑猥的一片生活厭煩而有所逃遁；永

遠是那麼看，那麼透明的看。」44
 聞一多的「做詩」理念，令其詩表現出冷凝

的哲思，但他在「選擇」主題和處埋手法上卻傾向創造社的浪漫主義，強調結合

                                                      
40

 見胡適：《嘗試集》自序，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頁 30。 
41

 見郭沫若：〈論詩兩則〉，《中國文論選‧現代卷》（上），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

頁 181。原載《三葉集》，上海：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 
42

 見聞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唐詩雜論 詩與批評》，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

132。原文為：「但郭君這種過於歐化的毛病也許就是太不「做」詩的結果。選擇是創造藝術

的程序中最緊要的一層手續，自然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現成的，其實沒有選擇便沒有藝術，

因為那樣便是從零到美醜了。」 
43

 見聞一多：〈莊子〉，《聞一多全集》第 9 卷，武漢：人民出版社，1993，頁 10。 
44

 見沈從文：〈論聞一多的〈死水〉〉，《沈從文文集》第 11 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

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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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表現心象。就是兩種特質的調和，有評論者認為《死水》這部詩集所呈現的

「浪漫氣質明顯地客觀化了」。45
 

 

 聞一多將「浪漫氣質客觀化」的手法主要是靠「意象」，聞可說是新文學運

動中最有意識和有系統運用意象的詩人。由於當時「意象」這術語還未普及，也

沒有較為人接受的定義，所以郁會用一道公式來表現，而聞一多則以「幻象」來

表述意象的組合和運用。他將「想像」變化為「幻象」，他曾在給友人吳景超的

信中，闡釋「幻象」的運作模式： 

 

我以前說詩有四大原素：幻象、感情、音節、繪藻，「其味適口」是幻象，

「其音悅耳」是音節。味是神味，是神韻，不是個性之浸透。何以神味是幻

象呢？就神字的字面上可以探得出，不過更有較系統的分析。幻象分所動的

同能動的兩種。能動的幻象是明確的經過了再現、分析、綜合三種階段而成

的有意識的作用。所動的幻象是經過上述幾種階段不明了的無意識的作用，

中國的藝術多屬此種。畫家底「當其下午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即所謂

興到神來隨意揮灑者，便是成於這種幻象。這種幻象比能動雖不秩序不整齊

不完全，但因一種感興，這中間自具一種妙處，不可言狀。其特徵即在荒唐

無稽，遠於真實之中。自有不可捉摸之神韻。浪漫派的藝術便屬此類。46
 

 

之所以說聞一多所指的「幻象」相當於「意象」，主要原因是聞曾在〈《冬夜》評

論〉中批評詩人未能以「幻想力」創作「意象」：「現今詩人除了極少數的—— 以

外，都有一種極沉痼的通病，那就是弱於或完全缺乏幻想力，因此他們詩中很少

濃麗緊密而且具體的意象。」47於是我們可推斷「幻象」是「意象」的組織和綜

合運用的結構，而從上面聞一多致吳景超的信中，我們可進一步想「所動幻象」

相當於舊詩中的「興」，是潛意識的志趣投射；而「能動幻象」是有意識的整合

結果，運作方式相當於郁達夫的文學公式，就是「焦點印象」配合「內在情緒」

而生的「意象」。現在試以聞一多〈小溪〉這首短詩，跟周作人的〈小河〉和皮

                                                      
45

 見許霆：《聞一多新詩藝術》，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0，頁 35-36。 
46 聞一多：〈致吳景超〉，《聞一多書信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頁 139。 
47

 見聞一多：《唐詩雜論 詩與批評》，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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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休的〈虎丘寺西小溪閒泛三絕〉比照閱讀，我們大概便會更清楚聞如何調和傳

統與西方來的新概念成自己的體系。 

 

聞一多〈小溪〉 皮日休〈虎丘寺西小溪閒泛三絕〉 

 

鉛灰色的樹影， 

是一長篇惡夢， 

橫壓在昏睡着的 

小溪底胸膛上。 

山溪掙扎着，掙扎着…… 

似乎竟無一點影響。  

 

鼓子花明白石岸，桃枝竹覆翠嵐溪。 

分明似對天台洞，應厭頑仙不肯迷。 

 

絕壑只憐白羽傲，窮溪唯覺錦鱗痴。 

更深尚有通樵處，或是秦人未可知。 

 

高下不驚紅翡翠，淺深還礙白薔薇。 

船頭繫個松根上，欲待逢仙不擬歸。 

 

聞一多說中國的藝術多屬「所動幻象」，顧名思義，「所動」含「被動」之意。那

麼便不得不追問，是誰在主事？聞一多說「所動幻象」是「經歷了再現、分析、

綜合」的無意識作用，換句話說，就是「集體意識」代替個體去進行那三個步驟。

皮日休看見小溪之所以會引發「閒逸」之感，全因前人留下了一連串出世隱逸的

象徵密碼，供之後詩人在相關的範疇中選用，於是詩中很自然地出現了道家成仙、

桃花源「小國寡民」、「無為而治」的思想條目，詩人的選擇權其實是給囿限了，

主體性無法在創作過程中得着自由發揮的空間。反之，新詩在聞一多看來該是採

用所謂的「能動幻象」，即對意象有選擇和解讀權，這不啻是個人主體性的體現，

就是將自己跟累積在「集體意識」中的文化含藴脫鈎，這樣才可以享有真正的創

作自由。聞一多要反思的似乎是如何在強烈的傳統薰染下，如何保有個體的主導

權，這較之初期的創造社主張貼近現代性的特質。 

 

 在〈小溪〉中，只有兩組主要意象：樹和溪，而詩是採全知觀點敍述。在周

作人的〈小河〉中同樣有這兩組意象，同樣以全知觀點敍述，當中插入稻和桑的

第一人稱敍述，於是本來是焦急的處境，敍事的稻和桑，彷彿還在娓娓訴說，反

而表現出一份抽離的冷峻。試想如果「小河」象徵當時的思潮，「稻」和「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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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時的知識份子，那麼詩人要表現的可能是這種處變不驚的理性，這種藉敍事

者姿態來暗伏信息的佈置在舊詩中是較難成就的，詩人必須對所選擇的「意象」

有充分的自主權方可有勇氣去作這樣的突破，在一個新文體的形成過程中，大膽

想像創新和勇於實踐自己的理論，大概是現代先鋒必須具備的條件，無可否認，

聞一多在那年代確是治學甚勤的先鋒。 

 

 歷來分析〈小溪〉都會說那是給小溪的激勵，要它勇往直前。如果作如是解，

那麼詩的最末句：「似乎竟無一點影響」彷彿便是「蛇足」了。我認為這首詩是

諷喻詩，樹影對於小溪來說只是「蛇影」，實在是要表達那只是「一場惡夢」罷

了，只要醒轉過來，回神面對現實，不要再昏睡下去，便可從容過渡。加上，全

知觀點敍述令整首詩的描劃更見客觀深刻，詩的份量從首句以「銀灰色」的色調

開始「加壓」，然後逐步以「惡夢」、「橫壓」和「掙扎」等詞語遞增「壓力」，令

壓力累積至最末句，遽然釋放，令之前的「積壓」都變成了對小溪的掙扎的諷刺。

上述效果主要是靠「佈局」來成就，這如果不是靠詩人擁有較強的「主體自主性」，

可以主動選取「能動幻象」，可能是難以成就的。 

 

 除了〈小溪〉這樣的短詩，聞一多也有不少長詩，他可說是白話文運動中較

勇於創作長詩的一位，他的《紅燭》中開局便是長詩〈李白之死〉和〈劍匣〉，

後者更是近二百行，較周作人的〈小河〉長數倍。在《牛津現代主義手冊》（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ism）（雖云「手冊」，卻是厚達千頁）第四章特別談到「詩歌

中的創意」如何表現「現代主義」，作者指出不少現代主義者都有創作長詩的傾

向。48
 該章的兩位作者以龐德（Erza Pound）和艾略特（T. S. Eliot）為例子作闡

析，兩人指出在二十世紀初的長詩之所以是「現代主義」，乃在於它可發揮三個

效用，第一就是作為「升值的史詩」（revaluation of epic）；第二就是作為「延伸

                                                      
48

 Robert Hampson & Will Montgomery. “Mainstream Modernism: The Long Poem. Innovations in 

Poetr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ism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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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計劃」（extended research project）；第三就是作為「一生志業」（lifework）。

三個特質其實都是在闡述詩人如何將自己選定足以突顯一生母題的「意象」，通

過史詩式長篇鉅構歸化到歷史上揚的氣勢中，去強化審美現代性影響力，讓自己

揀選的終極意象去豐富整個時代的符號系統，就好像艾略特通過長詩將「荒原」

這個意象歸化成代表整個代精神面貌的意象。除了西方，中國自從五四白話文運

動的詩體大解放以後，確實湧現了為數不少的長詩巨構，例如聞一多的〈劍匣〉、

〈西岸〉、〈李白之死〉；郭沫若的〈女神〉；另外還有朱湘的〈王嬌〉、〈還鄉〉等

都是上百行，甚至幾百行的作品。現以聞一多的〈劍匣〉為例剖析詩人如何成就

審美藝術近乎宗教性的感召。 

 

〈劍匣〉開始時以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的〈藝術宮殿〉（“The 

Palace of Art”）的英文原句為引子，歷來這首詩都給視作丁尼生的藝術宣言，詩

人明確表示要為自己的靈魂打造一處愉悅的安居之所。 （“I built my soul a 

loudly pleasure-house, / Wherein at ease for aye to dwell.”）可以推想，聞也擬作這

樣的藝術宣言，兩詩都通過選擇不同的意象，而將詩意引領穿梭於不同的詩境，

在丁尼生的詩中便有「土星」的意象，還有「睡在土星光環上」的意境。因着詩

體格律的解放，新詩中意象的選抓和組合都較古詩來得廣闊和豐富，這大概也是

聞一多以「幻象」來形容這種廣大範疇的想像騁馳。 

 

 聞一多的〈劍匣〉同樣在為靈魂打造載體，不同的是，丁尼生打造的是一座

宮殿或房屋，但聞所打造的卻是小得多的劍匣。在開始打造前，詩人「幻化」成

不同的身份：驍將、農夫、漁夫、樵夫，雖然各有不同的任務，但最終的目的都

是收集「幻象」，例如在漁人一段： 

 

我也可以作個海上的漁天： 

我將撒開我的幻想之網。 

在遼闊的海洋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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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網收網之間， 

我可以坐在沙岸上做我的夢， 

從日出夢到黃昏…… 

假若撤起網束，不是一些魚蝦， 

只有海樹珊瑚因含胎的老蚌， 

那我也喜出望外呢。49
 

 

在「幻想之網」中的魚、蝦、蚌……全是幻象，在這個收集的過程中，詩人也達

至不同的目的，例如「驍將」就是為着養傷，遺忘仇恨；而「農夫」則是滋養孕

育色彩的耐性。周作人的〈小河〉所選的意象，無論是「小河」還是是「稻」、「桑」，

如上所析，都是十分傳統的，可以很清楚地畫出其「詞意滑動」的痕跡；同樣在

聞詩中，「劍匣」本身也是十分古風的意象，但詩人擺動到「換喻軸」的策略，

卻是試圖揉合中西詩境。詩開首便以英詩原文為引子，並以之作為主題的參照，

詩中所選的「能動幻象」都經過細意分析、綜合，務求可以較圓渾地揉合中西方

意象，平心而論，在五四詩人中，聞確實是在此方面幹得蠻出色的一員。 

 

 聞一多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批評郭沫若的長詩〈女神〉時指，詩人

「要做中西藝術結婚後產生的寧馨兒」，50
 但又嫌〈女神〉用西方的典故過多，

彷彿是「西洋人在說中國話」，顯得薄於「地方色彩」，而且句子歐化，不能體會

中國傳統詩藝的精，更欠缺中國傳統文化的體認。但奇怪的是，聞在〈〈女神〉

之時代精神〉中，卻盛讚此作品有五方面符合近代精神，五個方面可以將之扣連

成一道很能突顯當時現代性因果的鏈子：首先那是個「動」的世代（〈女神〉相

對於東方極靜的人文精神，表現了充滿「動」的本能，可帶動時代進程）；這股

「動力」必然會對舊有的建制或事物帶來改善，造就「反抗的世紀」（〈女神〉表

現了對「自由」的渴望和反抗權威的勇氣）；而「反抗」的憑據在「科學」的理

                                                      
49

 見聞一多：〈劍匣〉，《紅燭》，重慶：泰東圖書書局，1923。本章所有〈劍匣〉的引句均

不出頁 31-53 的範圍，之後不再逐一標示頁碼。 
50

 見聞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唐詩雜論 詩與批評》，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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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詩中運用了不少科學術語，例如「宇宙 energy」，還暗藏了謳歌機械的內

在科學精神）；科學昌明自然引致「交通機械將人類緊密聯擊起來」（因詩中包含

了不同的地界）；締造各類文明的緊密交流，催生各種風尚思潮和不同的文學作

品，最後物質文明發達的結果便是絕望和消極（詩中預言了死亡，但那是「更生

的死亡」）。兩篇評論，一褒一貶，看似矛盾，但拼在一起看，便大概可知道聞一

多對長詩的要求，就是要符合「時代精神」和具備「地方色彩」，這兩方面可說

是構成當時中國新詩中西融合的特質。 

 

 說回〈劍匣〉，當詩中的工匠收集到合適的意象後，便開始修劍匣： 

 

但這不是全無意識的。 

現在我得着這些材料， 

我真得其所了： 

開始修葺那久要修葺的劍匣 

 

我將攤開所有珍寶 

陳列在我面前， 

一樣樣的雕着，鏤着， 

磨着，重磨着…… 

然後將他們都鑲在劍匣上—— 

用我的每齣的夢作藍本， 

鑲成各種光怪陸離的圖畫。 

 

聞一多之所以說〈女神〉充滿「動力」，在於詩中有許多的動作指示，例如：「飛！

飛！飛！」，在〈劍匣〉中則反映在一串十分富現代性的工序，就是從芸芸的材

料中按自己的喜好選擇「能動幻象」，然後再有意識地拼湊成「光怪陸離的圖畫」，

全詩的「動力」就反映在「我」很積極地去完成一大串需要很強主體性的選材過

程，再根據自己的夢作藍本拼圖，語氣帶點反叛的興味。接着詩的內容便真的像

夢囈一樣，變得較私密，也較瑰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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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描出白面美髯的太乙 

卧在粉紅色的荷花瓣裏， 

在象牙雕成的白雲裏飄着。 

我將用墨玉同金絲 

裝出一隻雷紋鑲嵌的香爐； 

那爐上駐着嬝嬝的篆煙， 

許只可用半透明的貓兒眼刻着。 

煙痕未消未減之處， 

隱約地又昇起了一個玉人， 

彷彿是肉袒的維納司呢…… 

這塊玫瑰玉正合伊那膚色了。 

 

在郭沫若的〈女神〉第三輯中甚至有一首就描寫 Venus，就是聞一多詩中所說的

「維納司」，不同的是郭沫若在意象的經營上，可說用了重筆，用上了不少篇幅，

描寫也算得上細緻： 

 

我抱你這張愛嘴， 

比成着一個酒杯。 

喝不盡的葡萄美酒， 

會使我時常沉醉！ 

我把你這對乳頭， 

比成着兩座墳墓。 

我們倆睡在墓中 

血液兒化成甘露！51
 

 

〈女神〉中許多意象都是如此經營，於是反而好像許多閃爍的燈飾，各自在搶鏡，

反而模糊了主題。聞一多之所以批評〈女神〉缺乏「地方色彩」的原因正在於郭

在汲取西方意象的同時，忽略了自己文化基因的呼喚，聞認為這是削弱了自己的

文化身份。回看〈劍匣〉，雖然聞同樣用上了「維納司」這意象，但主要是用以

襯托「玉人」這個相當具傳統文化象徵意藴的意象。「玉」在中國文化中一向是

用以表現道德情操的符徵。一直以來，玉都被認為是吸收了天地精華，具有靈氣，

所以常用以作金縷玉衣、玉蟬等陪葬物，讓精魂在登極樂前，有一不腐的媒介可

                                                      
51

 見郭沫若：《女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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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暫寄。而詩人在前面提到的「太乙」，就是道教裏的「救苦天尊」，可說是相當

符合當時國情需要的意象。既然內在價值已有「玉」意象昇華，故詩人套用「維

納司」主要是為着形容其膚色，這其實是相當有深意的組合，因這樣的形容不獨

是將其色澤具體畫面化，更是將西方文化價值觀融入到詩中：相對於東方，希臘

雕像象徵的是相對上較開放、率性的姿態，聞這樣的意象組合似乎是欲帶出這樣

的深意：即擁有內藴豐富，便該持開放的態度溝通交流。事實上，當時的中國社

會，百廢待興，每個範疇都急於跟西方接軌，甚麼「中體西用」的主張已深入那

一代的意識形態中。再者，西方的科技不獨呈現在交通運輸上，也彰顯在武力的

威懾上，這些都變成了科學的最具體形象，所以當時即使詩意上的中西溶合，也

講求清晰明確，講求具體，其中則以選用意象最為簡單，也最具體顯明，所以這

種中西意象結合的痕跡，在五四初期的新詩中可說是不乏例子。而這樣的結合與

其說是偶然造成，不如說是刻意造就的遺跡，藉此表明自己並不拘泥於舊觀念，

也不死守迂腐的傳統，更是甘心汲取他人長處，務求在最短時間內將民族推上富

國強兵之路的姿態。 

 

 聞一多第一首白話詩〈西岸〉（寫於 1920 年 7 月），是寫他赴美留學前夕所

感悟的使命。主題是說那無知的河流（再來「小河」意象）的「西岸」不無光亮，

並表達自己願獻身興建河上橋樑，有效促進東西交流，使世界進步，這首詩後來

收在《紅燭》裏： 

 

滿天糊着無涯的苦霧， 

壓着滿河無期的死睡。 

河岸下酣睡着河岸上 

反起了不斷的波瀾， 

…… 

分明是一道河，有東岸， 

豈有沒個西岸的道理？ 

啊！這東岸底黑暗恰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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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底光明的影子 

…… 

惡霧瞪着死水，一切的， 

於是又同從前一樣。52
 

 

詩人第一首白話詩居然便提到「死水」，足見後來的薄薄的那冊《死水》是詩人

生命醖釀已久的心底話，而「死水」意象在經營過程中所呈現的種種挖掘、轉化

和闡析，都為詩人的內心世界留下痕跡，這在後面再詳加解說。 

 

如果說科學理性的開放態度是現代性的典型特徵，那麼為了將社會推上這科

學性進化軌跡，試着去當溝通的橋樑，而顯出的狼狽和戰兢，大概是現代性在中

國的變奏。雖云這是將「自我上揚到歷史洪流」中的表現，但沒有後人看得那麼

瀟灑和從容，當中那份敢於克服困難的堅毅，和甘願泯滅自我的慘烈犧牲，可說

那是中國人期望成就一般現代性的代價。而這連最卑微的小我也對社會革新抱

「孤注一擲」的憧憬 —— 不成功便化成一泓「死水」，期望從連「影子」也光

明的西岸，可以找着復活「死水」的來方。 

 

除了「救苦天尊」太乙外，詩人還說「我」在劍匣上雕出了「梵像」和「瞎

人」，值得注意的是聞在他的「能動幻象」理論指出那是經過有意識地「再現、

分析、綜合」等步驟，聞一多在〈劍匣〉便很有意識地實踐自己的理論。首先「我」

在劍匣上刻出意象，將之精緻化，直至所雕的意象閃現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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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聞一多：〈西岸〉，《紅燭》，頁 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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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將用瑪瑙雕成一尊梵像， 

三首六臂的梵像， 

騎在魚子石的象背上。 

珊瑚作他口裏含着的火， 

銀線辮成他腰間纏着的蠎蛇， 

他頭上的圓光是塊琥珀的圓壁。 

 

我又將鑲出一個瞎人 

在竹筏上彈着單弦的古瑟。 

（這可是鑲得和王叔遠底 

桃核雕成的赤壁賦一般精細。） 

然後讓翡翠，藍璫玉、紫石瑛， 

錯雜地砌成一片驚濤駭浪； 

再用碎礫的螺細點綴着， 

那便是濤頭閃目的沫花了。 

上面再籠着一張烏金的穹窿 

只有一顆寶鑽的星光照着。 

投射意象 

 

精雕具象 

 

 

出現閃光 

 

投射意象 

 

 

 

精雕具象 

 

 

 

 

出現閃光 

 

 

詩人將投射出來的意象雕刻成具象，並將之精緻化，整個過程就像昇華的儀式，

意象因而得着宗教情懷的閃光，如前所述，當時有「美育代宗教」的倡議，〈劍

匣〉整首詩就表現了一位巧手工匠，如何通過成就藝術的高峰而拔高自己的生命

素質，流露出對更高境界的呼喚：在周作人的〈小河〉中是對「築堰人」的呼喚，

在郭沫若的〈女神〉是對各式傳說女神的呼喚，在〈劍匣〉中是對藝術和精神高

峰的呼喚。這種呼喚在〈劍匣〉中化成了完成劍匣後「我的大功告成了！」的吟

哦，一共重復了九次之多，使之成為整篇巨構的「詩眼」，讓人想起耶穌在十架

上斷氣前也說「成了！」 這宗教性的聯想在詩末因製匣人的自殺而得到強化：「我

用自製的劍匣自殺了！ / 哦哦！我的大功告成了！」彷彿完成了劍匣，靈魂便

會得到救贖，令「我」急不及待要自殺去投奔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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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自殺以前，即詩的最末幾段，還將之前經營過的意象重新臚列一遍，

彷彿是要在死前將自己的大業重新回顧一趟，這個重列亦是詩人「再現、分析、

綜合」的顯現，算是相當成功楔入詩的整體佈置的情韻，而且短短一節中，「我」

字卻出現了七次之多，一方面渴望歸化到大我的精神境界，但另一方面又捨不得

小我主體所成就的具體大業：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我將讓主劍在匣裏睡着覺 

我將摩撫着這劍匣， 

我將寵媚着這劍匣—— 

看着纏着神蠎的梵像， 

我將巍巍地抖顫了， 

看着筏上鼓瑟的瞎人， 

我將號吼地哭泣了； 

看看睡在荷瓣裏的太乙， 

飄在篆煙上的玉人， 

我又將迷迷地嫣笑了呢！ 

 

上述的意藴在受格律束縛的中國古詩幾乎不可能成就，而詩人的這個章法亦體現

了聞一多用理性「做詩」的主張，可說是頗能暗合強調科學性、翻新傳統的現代

性的特質。詩人口中的「大功告成」就是讓劍在匣中「安睡」，而「匣」雖小，

但承詩開首徵引的丁尼生的詩句，變成了「藝術之宮」的換喻：「然後輕輕把他

送進這匣裏 / 唱着温柔的歌兒， / 催他快在這藝術之宮中酣睡。」這跟周作人

將「河」渺小化為「小河」，收到異曲同工之效。由此觀之，聞所謂詩要「做」

出來的程度已達至「步步為營」的境地，可說是五四中較積極實踐自己理論的知

識份子。在實踐的過程中，聞始終面對小我與大我主體性的矛盾：他一方面想通

過溶鑄中西意象來為新詩找新的發展路向，甚至是想「做出」令人着迷，並能昇

華精神境界的美育極品；另一方面又怕在將小我上揚至大我層次去推動社會發展

時，會完全失去好不容易才通過溶鑄傳統與現代詩藝而鞏固下來的小我。聞一多

在分析郭沫若〈女神〉的兩篇評論，都徵引一首小詩作結，只要並列出來便會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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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突現上述的矛盾： 

 

〈〈女神〉之時代精神〉文末引詩 〈〈女神〉之地方色彩〉文末引詩 

唉，泥上的腳印！ 

你好像是我靈魂兒的象徵！ 

你自陷了泥塗， 

你自會受人蹂躪。 

唉，我的靈魂！ 

你快登上山頂！ 

 

—— 〈登臨〉 

 

東方的魂喲！ 

雍容温存的東方的魂喲！ 

不在檀香爐上裊裊的輕煙了， 

虔禱的人們還膜拜此甚麼？ 

 

東方的魂喲！ 

通靈潔徹的東方的魂喲！ 

不在幽篁的疏影裏了， 

虔禱的人們還供奉着些甚麼？ 

 

——梁實秋 

 

在抵禦時代挑戰，迎難而上的同時，個人的主體性給磨鍊堅定，但當登頂（就像

鑄出美絕的劍匣）以後，準備將自己上揚到大我歷史的洪流中，便擔心自己是否

能保持「東方的魂」，這種矛盾大概以五四時代的中國知識份子最為激烈，而知

識份子中，尤以有着強烈「內在情緒」“f”的詩人為最敏銳，令這矛盾成為中國

文學「審美現代性」的特質。 

 

4 聞一多的休息、頹廢和死亡馳態 

 一直以來，現代性都是關乎時間的觀念，彼得‧奧斯本（Peter Osborne）則

以「政治」來形容現代性所帶來的種種社會上的糾葛，他在《時間的政治——現

代性與先鋒》（The Politics of Time: Modernity & Avant-Grade）指現代性往往會被

理解為在歷史演進中的「斷裂」，或是「分期範疇」，而且不僅在時間線的標示，

而是在歷史素質上的斷裂，如果給整個民族，甚至全世界標誌為「進步」，那麼

那斷裂便是「現代化的開始」。53
 屈從文在《現代性在中國的建構與反思：晚清

                                                      
53

 Peter Osborne：The Politics of Time: Modernity & Avant-Grade，London: Verso，1995，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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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觀念的消解和主權觀念的確立》中指出中國在清末民初的「時代斷裂」是相

當激烈和獨特的，是社會在政治、文化、個人等三個方面的「觀念斷裂」，因這

三方面的觀念都一下子給壓縮起來：「晚清末年中國人國際認知觀念的轉變，不

僅包含最基本國際常識的轉變，也包含社會整體國際認知的轉變，還包含個人認

識外部世界觀念的根本轉變，是所有這些思想轉變壓縮在一起的綜合體。」54
 就

是這樣，中國人，尤其是知識份子的思想觀念被割裂為「前現代」和「現代」兩

個截然不同的階段。這種時代斷裂打亂了思想和社會變革的連續性，為後來革命

浪潮提供了醖釀的條件。在文學的層面，這意味意象從「隱喻軸」擺盪到「換喻

軸」變得不夠順當，或者需要相當吃力的詮釋才能給轉喻軸上的意象賦予新意。

讀聞一多的詩作和理論，會發覺他很能會意到這「時代斷裂」的存在，也會體現

到他那蠻狼狽的詮釋，可能就是擺盪上的不順當，令本來是聞一多非常重要的一

些時代概念—— 休息、頹廢和死亡，從未有人較聚焦地解讀出來。 

 

從聞的生平，我們可肯定他對貢獻祖國的熱情，從作品中不難感受到他是常

思忖如何將個人的強烈主體性上揚到歷史的洪流中去。聞一多最清晰詮釋「休息」

的概念是在其評論著作《唐詩雜論》中闡析賈島的一章，此章篇幅不長，聞似乎

不是真的在評價賈島或闡析其作品特色，而是將賈島變成一個意象來經營，目的

是要表達其「休息」的概念。聞一多首先將賈島提升至相當重要，甚至作為一個

時代轉捩的地位來評論，在歷來的唐詩評論中都未曾有過，聞似乎是為了將自己

「休息」的觀念合理化，才作出此經營。也就是說，聞不是從挨近隱喻軸的意象

中揀選意象，將之賦予新意，藉以將之拉到換喻軸上去；他是逆其道而行，創作

了一個新的理念，在隱喻軸上找一個寄託，將之變成一個意象來表達自己創設意

念的合理性。如果仔細推敲聞這個「休息」的觀念，便會發現它是聞一多由《紅

燭》到《死水》的過渡，一個甚富現代性的過渡。聞在《唐詩雜論》中，給賈島

                                                      
54

 屈從文：〈觀念史的斷裂〉，《現代性在中國的建構與反思：晚清天朝觀念的消解和主權觀

念的確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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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了一個世紀末的冷峻形象： 

 

他目前那時代—— 一個走上末路的荒涼，寂寞，空虛，一切罩在一層鉛灰

色調中的時代，在某種意義上與他早年記憶中的情調是調和，甚至一致

的。……早年的經驗使他在那荒涼得幾乎獰惡的「時代相」前面，不變色，

也不傷心，只感着一種親切，融洽而已。於是他愛靜，愛廢，愛冷，也愛

這些情調的象徵—— 鸙、石、冰雪。黃昏與秋是傳統詩人的時間與季候，

但他愛深夜過於黃昏，愛冬過於秋。他甚至愛貧、痛醜和恐怖。55
 

 

聞所描述的賈島所處時代的特徵，基本上可說是自己時代的投影，他對賈島的評

價彷彿就是給自己的計劃書，他不是要吶喊，也不是要控訴，事實上聞一多寫賈

島似乎是在進行一次決志，矢志以自己的方式去面對和適應這個時代，看似是蠻

消極的態度，但他筆下的賈島是靜悄悄地在改造，甚至調整時代發展的軌跡，這

意味聞也試圖以同樣的心態去適應當時紛亂荒蕪的時局。曾經受業於聞一多門下

的許芥昱，經過長時間的資料搜集和走訪聞的家人朋友後，出版了《新詩的開路

人—— 聞一多》這本資料相當詳實全面的傳記，書名也蠻能反映聞一多作為現

代性先鋒的特質，只是這位先鋒一邊渴求轟烈，一邊又不欲爭鬥，所以許書中有

一節名為「藝術跟現實的矛盾」，便詳述聞內心的矛盾鬥爭： 

 

不幸的就是聞一多一天不放棄他的筆，他就一天不能避免政治的干擾。……

有陣子他替大江社發言的時候，聞一多反共的立場，完全是基於一個國家主

義的思考。可是到了一九二七年的秋天，國民黨反共陣容已經很齊整了，用

不着大江社這樣的小黨派來湊熱鬧反共。國民黨當時對付共產黨的辛辣手段，

是一個感情豐富、同情心重的詩人如聞一多，所受不了的……要是他對家庭

的責任心不夠強，他也許就像郁達夫那樣或者是像當時在上海漂流的好些藝

術家那樣混下去。要是他當時能靠左，他也許就變成了郭沫若第二，甚至於

參加了魯迅的陣營。可是這兩條路他都不願走。他最後的選擇是停留在學術

圈子裏教書；至少還可以保持自己做人的原則，不去靠左還是靠右。這樣的

決定並沒給他混亂的思緒帶來安寧。56
 

                                                      
55

 聞一多：《唐詩雜論 詩與批評》，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 42-43。 
56

 許芥昱著，卓以玉譯：《新詩的開路人——聞一多》，香港：波文書局，1982，頁 109-110。

單看此書每章後注釋的涉獵範圍之廣以及當中論述不乏第一手訪問資料，可知這本小傳是研

究聞一多的珍貴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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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的「愛靜」、「愛廢」似乎就是面對內心矛盾演變出來的解決方案。聞一多不欲

靠邊，自然得面對自己的矛盾，即使上面引文提及的立場鮮明的文人如魯迅、郭

沫若，也有他們的矛盾。這羣知識份子各自因着自己投入時代的方式為自己帶來

獨有的矛盾。就是由於聞一多既欲投入又欲保持安寧，他創作了「休息」的狀態，

且看他如何藉賈島這個意象去闡釋「休息」概念： 

 

初唐的華貴，盛唐的壯麗，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膩味了，而且容

易引起一種幻滅感。他們需要一點清涼，甚至一點酸澀來換換口味。在多

年的熱情與感傷中，他們的感情也疲乏了。現在他們要休息。……正在苦

悶中，賈島來了，他們得救了，他們驚喜得像發現了一個新天地。真的，

這整個人生的半面，猶如一日之中有夜，四時中有秋冬—— 為甚麼老被保

留着不許窺探？這裏確乎是一個理想休息場所，讓感情與思想都睡去，只

感官張着眼睛往有清涼這色調的地帶涉獵去： 

   

叩齒坐明月，搘頤望白雲。 

 

休息又休息。對了，惟有休息可以驅除疲憊，恢復氣力，以便應付下一場

的緊張。休息，這政治思想中的老方案，在文藝態度上可說是第一次被賈

島發現的。57
 

 

「休息」，對於聞一多來說，是在「時代間隔」和「觀念斷裂」中的應對策略，

教人放下怨懟，以平靜的心態總結經驗，籌謀未來，並伺機而動，情形就像西方

文藝復興四傑一樣，單靠自己作少數先鋒便給黑暗時代帶來新轉向，讓整個民族

可以再思考和調校發展的方向，這便是啟蒙時代的伊始。同樣，聞一多這個「休

息」理念，可說是靠小撮養尊處優的知識份子去改寫歷史，或曰給發展軌跡帶來

轉向。聞一多提出的賈島案例中，還有一個關鍵詞就是「幻滅感」，因為世道衰

滅，有人會選擇躲回過去的輝煌中，當不得已必須返回現實，便會心生「幻滅感」，

聞一多的「休息」，就是提供一處寧靜的角落讓人去消化或沉澱那驟來幻滅感。 

  

                                                      
57

 聞一多：《唐詩雜論 詩與批評》，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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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唐詩雜論》，其實聞一多也在詩作〈印象〉中表達過「休息」的理念。

這首詩在聞的創作歷程中可說十分重要，有着所謂「過渡物種」的作用，但卻常

為人忽略，目前讀過關於聞一多的評論中，都沒有人提及過這首詩，甚至各大新

詩選集也沒有收錄，為了方便闡釋，現先將全詩引錄如下： 

 

一望無涯的綠茸茸的—— 

是青苔？是蔓草？是禾稼？是病眼發花？—— 

只在火車窗口像一走馬燈樣旋着。 

彷彿死在痛苦底海裏泅泳—— 

他的披毛散髮的腦袋 

在噤啞無聲的線波上飄着—— 

是簇簇的揚樹林攢出禾面。 

 

綠揚遮着作工的 —— 神聖的工作 

騂紅的赤膊搖着枯澀的轆轤， 

向地母哀求世界底一線命脈。 

白揚守着休息的 —— 無上的代價！—— 

孤另另的一座禿頭的黃土堆， 

擁着一個安閑，快樂，了無智識的靈魂， 

長眠，美睡，禁止百夢底紛擾。 

啊！神聖的工作！無上的代價！58
 

 

許芥昱這位聞一多專家，是唯一筆者看過有提及這首詩的評論者，他還點出了「休

息」這詞，但他卻將之等同於「死亡」：「愛是一種自身的奉獻，發展到極端了，

就只有死亡，死亡的本身就只能在超凡的狂喜的感覺中（見詩「死」），或者是永

久的休息（見詩「印象」），才能體驗出來。」59
 我之所以說這詩是「過渡物種」，

除了由於它是聞一多從《紅燭》過渡至《死水》的重要標示外，更在於它揉合了

不同的「進化元素」，有着一些奇特的合成特徵，就像「腔棘魚」之所以是水中

物種登岸的「過渡物種」，在於牠擁有「帶肌肉的鰭」，足以支撐牠在陸上爬行。 

 

                                                      
58

 見《紅燭》（1923 年復刻本），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頁 80-81。詩的第二節有「孤

另另」一詞，現在該作「孤零零」，由於這是《紅燭》的初版復刻，為尊重原作，此處依之。 
59

 許芥昱著、卓以玉譯：《新詩的開路人——聞一多》，香港：波文書局，1982，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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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來，聞一多都強調新詩要有「繪畫美」、「音樂美」和「建築美」，歷

來解釋其主張的「繪畫美」都會以中國傳統詩中有畫，如王維一路的禪意來解說，

事實上這種意境鮮有出現在聞一多的詩中。這首〈印象〉如果用西方「印象派」

的繪畫理論來解讀便有豁然開朗之感。詩的首二句：「一望無涯的綠茸茸的—— / 

是青苔？是蔓草？是禾稼？是病眼發花？」便令人聯想到印象派畫家的「重彩堆

厚」的技法，而「禾稼」和之後的「白揚」亦是莫內畫中所見的意象。另外，「病

眼發花」更令人聯想到詩人筆下，萌發印象的主體並非自己，而是「莫內」，這

在之後的詩句說「他的披毛散髮的腦袋」一句可以證明所謂的「印象」是屬於他

者的，並非詩人自身的觀照和感受。這種手法在中國古詩較少見到，可說是詩人

在尋找和經營意象過程中轉化出來的手法。在詩中暗示莫內身份的「他」，像「賈

島」一樣，都成了經營的意象，藉以帶出「休息」的理念。這樣融入西方的意象，

不單純像傳統古詩那樣抒情，而是藉着意象便利於構圖的特質來表現理念的筆法，

可說是新詩中的現代性的表現。 

 

 說回聞一多的「休息」理念，在〈劍匣〉中，當利劍在匣中安睡後，工匠便

說：「展玩着我自製的劍匣， / 我便昏死在他光彩裏！」昏死，並非真正的死亡，

是形容震驚到極致的程度，但在末段詩人將此極致的形容化成具體的動作，強化

製作劍匣的轟烈感： 

 

哦！我看到肺臟忘了呼吸， 

血液忘了流駛， 

看到眼睛忘了看了。 

哦！我自殺了！ 

我用自製的劍匣自殺了！ 

哦！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試問一個沒有劍鋒的劍匣如何用來自殺呢？我相信這只是詩人想表達為了令大

功得以告成—— 讓藝術得着可安睡之宮，不惜獻出青春和生命。通過「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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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詩的「轟烈感」，要將讀者從現實的「此岸」推到精神的「彼岸」，例如他在

〈死〉一詩中寫道：「讓我燒死在你心房底熔爐裏！ / 讓我再醉死在你音樂底瓊

醪裏！」到最末一句則是：「死是我對你無上的貢獻。」對於聞一多來說，「死」

應該發生在最美好的極致，以表示那是最終極的奉獻。在〈印象〉中，詩人說白

揚守着休息的「無上代價」，接着便緊接着黃土堆的墳頭，自然很容易令人以為

「休息」等於「死亡」，而在墳中安睡的是「無智識的靈魂」，就等於劍匣中的劍

一樣，所以詩的最後說：「神聖的工作！無上的代價！」連「休息」也給視為「工

作」，而此工作的目的為何？就是通過讓「無智識的靈魂」變得充實，熬過不利

的處境，然後伺機而動，尋求突破和進步。休息，就是在時代和觀念斷裂這種現

代性常見的狀況中，跟志同道合者共同守候前進的機遇。 

 

 筆者之所以說〈印象〉是「過渡物種」在於此詩有四處拼合極端的突兀處。

第一，就是動與靜的拼合，詩的第一節是在高速行駛的火車上遠望窗外景色，第

二詩節則變成黃土墳的靜態；第二，就是東西意象的拼合，詩的第一節是相當西

方的意象，例如印象派的畫面特徵：禾稼和白揚，第二節的黃土墳、地母則是相

當中國的意象；第三、四就是他、我和內、外的拼合，第一節寫「他」的「披頭

散髮的腦袋」，是外表的描述，第二節則寫內在「無智識的靈魂」。全首詩似是在

暗示西方文化正快速進步中，許多腦袋裏的創意都隨披髮發揮，相反自己的黃土

地上還是靜悄悄地封閉着無內涵的靈魂，所以詩人向地母哀求接通世界的地脈。

這首詩是在祈求自己民族能夠跟世界接軌，有所進步。 

 

 〈劍匣〉所表達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高峰期的依戀，眾所周知，聞一多是位

底子深厚的古文學研究者，而〈印象〉所表達的就是看見自己民族現在的頹敗景

象後，期望那只是「休養生息」的階段，之後還可以再創文化高峰。筆者之所以

說〈印象〉是過渡至〈死水〉的標示性作品，乃由於〈印象〉第二節的「靜態」

跟〈死水〉的情調相當近似。有人說聞的《死水》中的意象偏向頹廢。有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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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死水》中所突顯的頹廢意識乃因詩人的唯美個性，且暗合了波特萊爾《惡之

花》的思維模式—— 「即採取極端的意象轉化方法，將本來醜的事物處理成美

的善的意象，由此造成強烈的反應，形成怪誕荒謬的效果，刺激人們的審美神經。」

60
 許多人都誤以為「唯美主義」等於「頹廢」，是接受所有醜惡的事情，事實上

即使被奉為百分百唯美主義的波特萊爾，他在《惡之花》中所表現的意識也不算

「頹廢」，反之甚至蠻積極，例如集中第三首〈信天翁〉，描寫大鳥在地上行動笨

拙，給水手戲弄，但振飛後卻是「霄中之王」，於是以大鳥自勉，說詩人本就該

乘風振翅高飛。「唯美主義」的主要主張就是「為藝術而藝術」，就是要求藝術創

作的自由，不迎合受眾的喜好，不以他人為選擇意象和主題的指標，強調即使世

俗認為醜惡的事物，當中也可以昇華出人性的光輝。倘若避而不寫現實中的頹廢

事物，那麼，便是虛偽，對自己不夠真誠，是對藝術的褻瀆，反之則是個人絕對

自由的彰顯，因而被視為現代性的一個特徵。聞一多從〈劍匣〉貼近「隱喻軸」

的傳統美學轉至〈死水〉貼近「換喻軸」的現實景況的反映，可說是追尋個人表

達絕對自由的表現，也提高個人的「此岸感」去感時憂國的心路歷程。 

 

 聞一多雖然在現實景況中，選擇不左不右的中間位置以尋求心靈的憩靜，但

在詩中他所表現的卻是期望國家能從休息狀態中復蘇過來，例如他有一首詩，在

結集前名為〈靜夜〉，以顯示外在黝暗環境的威脅，詩人所選的意象真的相當恐

怖： 

 

讓這一團血肉也去餵着屍蟲， 

如果只是為了一杯酒一本詩， 

靜夜裏鐘擺搖來的一片閒適， 

就聽不見了你們四鄰的呻吟， 

看不見寡婦孤兒抖顫的身影， 

戰壕裏的痙攣瘋人齩着病榻， 

和各種慘劇在生活的磨子下。 

                                                      
60

 見許霆：《聞一多新詩藝術》，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0，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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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我如今不能受你的私賄， 

我的世界不在這尺方的牆內。 

聽！又是一陣砲聲死神在咆哮。 

靜夜！你如何能禁止我的心跳。61
 

 

但結集時詩人卻將〈靜夜〉改名〈心跳〉，很明確地表達了一種「控制權」的轉

移，詩的焦點則是從外在威嚇人的意象轉移到證明自身生命律動的意象，而〈死

水〉所顯示的情緒，大概跟〈心跳〉相近，但全首詩的起伏較少，似乎詩人已能

適應外圍環境，不急於搶回主導權，甚至最後還將世界「讓給醜惡來開墾」：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 

爽性潑你的賸菜殘羮。 

……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 

看他造出個甚麼世界。62
 

 

許多人會以「死水」為「死亡」意象，其實不然，聞一多的死亡大多是在最高峰

最燦爛時再來加劇其轟烈感的「炸彈」，「死水」所表現的靜態和醜惡的現實環境

絕非聞一多選擇以死逃避的情態，他反而會要求自己保持「心跳」，以抗拒外在

的威懾。〈死水〉，甚至整本《死水》所表現的是「休息」的「弛態」—— 休養

生息，伺機而動，甚至等大家都不能再容忍下去的時刻，便會一起來個絕地反撲，

這正是現代性中所謂「時代間隔」和「觀念斷裂」中所養成的「感時憂國」的文

化自覺。 

  

                                                      
61

 聞一多：〈心跳〉，《死水》，上海：新月書店，1928，頁 54。此詩結集前名為〈靜夜〉。 
62

 見聞一多：《死水》，上海：新月書店，1928，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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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綴結現代性顯影的意義 

 一直以來，現代性涵蓋萬象又莫衷一是的特質總令人感到迷茫。現代性，就

像魅影，一閃即逝，難以捕捉。其實，現代性可以簡單理解為促使社會邁向現代

化的條件，只是縱使初衷正面，但其所帶來的影響卻不盡然是正面，有些時候或

會牽曳出亂象。總的來說，現代性在不同的文化體統和社會背景中會變出不同的

特性，難以清晰地歸納出一道明確的發掘軌跡，所以本論文各章都試着憑藉新詩

捕捉曾經在中國五四時代社會中閃現的現代性顯影，將之綴結起來端詳，看看能

否解讀出一點發展方向的端倪。本文之所以以新詩為顯影和綴結的媒介，乃因詩

在中國文學「抒情傳統」中所佔的獨特地位，它累積着豐富的文化內藴，龐雜得

很可能成為變化的大屏障，令人望而生畏。偏偏詩卻是在五四時期變化最大最徹

底，唯一強調其「新」的文體，那份改革的勇氣與齊心，相信挪移到任何社會改

革，都會得出不錯的成果。自 1917 年第一首新詩發表至今，剛好一世紀，如果

回看中國詩歌發展的軌跡，唐詩也是經過一世紀才臻至成熟，才有李杜的傑作；

宋詞也要七十多年才興旺起來，但經過如此用心籌謀發展方向的新詩，一百年後，

許多人都因其晦澀難解而卻步。當然詩從來不只求甚解，只是可解和可感從來都

是相輔相成的。當然有時詩晦澀與否，不盡然是詩人之故，可能是讀者欠缺耐心，

未掌握解讀技巧的緣故。只是在互聯網的世代，社會習慣了快速瀏覽模式，似乎

無閒去慢味細嚼一首詩的含藴。誠然每一個文化體系都有自己的詩，有些相當蓬

勃，但有些地方如香港，寫詩的人數遠比讀詩的多，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已

慢慢從本來作為核心的詩歌移至其他文類去延續。在新詩發展一世紀後的瓶頸，

回頭去捕捉和綴結起現代性的顯影，旨在了解當日文體發展的初衷和經驗，說不

定可以找着突破瓶項的策略和路向。誠如哈貝馬斯所言，現代性還未完成，新詩

的現代性也未完成，只是因許多外在因素而放緩了發展步伐。既是這樣，不如就

來看看先輩為我們繪製的地圖中立過甚麼界碑，它們又能否綴結起來顯示該走的

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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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詩發展的歷程中，第一個現代性的顯影，不能不數五四詩人和知識份子

如何在創新的大前提下，承接傳統的遺產，陶鑄出所謂的「現代傳統」。那麼，

第一個現代性的顯影便是五四詩人如何從傳統中挑出可供發展的資產 —— 中

國詩從古詩到新詩，格律和對仗都因詩體解放而喪失掉，唯一可讓一眾知識份子

繼承並開拓的資源就是傳統古詩中的「意象」。詩人為了推陳出新，為了擺脫窠

臼，都竭力將意象從保羅‧迪曼所謂「隱喻軸」和「換喻軸」交織出的展現場中

擺盪，期望創作更多符合當時生活環境的意象，再通過意象之間的延伸張力豐富

自己作品的意藴，讓它們立足於「展現場」的高端座標，成為後世的參照。本章

通過剖析周作人〈小河〉和朱湘的兩首〈小河〉來展示詩人如何經營相同的意象，

如何盡量在歷時性的「隱喻軸」上推高「驚喜度」之同時，又嘗試在共時性的「換

喻軸」上推高「共鳴感」。從此兩軸交織出的「展現場」所展現的不單是五四詩

人擺盪的策略，更是他們嘗試將詩的語言讓大眾理解和感應的決志和嘗試的勇

氣。 

 

 在五四時代的開初階段，社會上主要是從西方借來工具理造就「德先生」和

「賽先生」等特質以安邦定國，但這些改革無法直接安慰大眾迷茫徬徨的心靈，

所以當時如蔡元培、朱自清、梁宗岱和宗白華等知識份子紛紛提倡以「美育代宗

教」的策略，事實上在當時擁有最多「抒情傳統」資產要算得上是詩的範疇，詩

人很努力去成就詩的「世俗化」，期望以往只能仰望的詩語言從不關己的「彼岸」

拉到可用以抒發個人情懷的「此岸」，強化大眾的個人主體性之餘，期望日漸衰

弱的「抒情傳統」可以恢復活力，這個孕育「審美現代性」的意圖和部署，可說

是中國現代性的另一次顯影。 

 

 當個人主體覺醒後，又掌握了表達的語言，面對當時的世局，當然會心生感

時憂國之情，都會設法表達出來，並盡力將之歸化到當時「歷史上揚的氣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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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歐梵語），盡力發揮影響力。在芸芸眾多五四詩人中，聞一多是個相當獨特

的例子，他一方面會通過長篇史詩式巨構來感應和把握那上揚的歷史氣勢，為時

代造像，為大眾提供思考的主題。聞一多獨特之處是，他一方面寫作長詩，又評

論郭沫若的長詩〈女神〉，啟動審美討論，可說是相當進取的姿態；但另一方面，

聞一多又以評論和〈印象〉和《死水》的詩作暗示「休息弛態」，教人如果自己

主張跟時勢和世情不合，便應沉潛以待，恪守本位，先充實自己，伺機而動。由

此觀之，聞乃以「張馳並濟」的模式去經營自己作品發揮的美育薰染功能。聞一

多這種「張弛並濟」的創作模式，可說是「審美現代性」的閃現，可以抵禦「工

具理性」掛帥的「實用現代性」，讓兩種現代性可發揮相互推動的作用，這不失

是新詩現在「實用現代性」主導的互聯網時代如何突破瓶頸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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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秋肅與春温：中國新詩中的鄉愁矛盾 

 

1 文化矛盾與現代鄉愁 

 關於現代性的闡述，無論是甚麼時期，甚麼派別，似乎少不免要處理「矛盾」

這個課題，但究竟「文化矛盾」跟「現代性」之間存在怎樣的關係？首先「文化

矛盾」可以指兩個不同體系的「文化」相互撞擊，也可以是指存在於同一體系文

化中的矛盾。文化矛盾可說是孕育現代性的土壤—— 「文化矛盾」使「現代性」

因着「兩極」特質的摻雜而出現類似「基因變異」的情況；而「變異」當以最大

差異為佳。韓少功在一次名為「中國文化精神出路的研討會」的研論會上以〈「文

化雜交」之風險〉為題發言，1
 韓舉出兩個「矛盾」特性所造就的新變異，他指

西方文化核心為「個人主義」，而其中牽涉着的正是理性化的文化特質，於是各

項利益估算催化了資本主義和民主自由倫理的思維，但韓指西方個人主義還是受

基督教的倫理所支配，故較易取得平衡。但當西方「個人本位」意識來到中國的

「世俗本位」傳統意志，韓認為便產生這樣的危機：「不管西方的個人本位，或

是中國的世俗本位，其實對世界文明都產生很大推動力和影響，各自有其平衡機

制和共生結構。例如選擇性的挑出一些自己所需要的東西，為己所用。比方說，

從西方單單挑出個人本位，並且與中國的世俗本位結合起來，於是，就變成極端

的個人拜金主義，失去了宗教倫理和家國情懷，產生了經濟動物、利益狂徒。」

2
 先勿論帶來的究竟是正面還是負面影響，但從韓的話中可見「個人本位」和「世

俗本位」兩個矛盾的文化特質的摻雜變異為近代中國提供了發展動力。由此推論，

「文化矛盾」和「現代性」的關係繫於社會上是否可以讓文化上的矛盾得以共融，

繼而變異出推動社會朝更多元方向發展的動力。本章所要探討的就是在中國新發

展時期，文化上究竟存在甚麼矛盾，而這些矛盾又如何賦予新詩這種新文體更多

元的發展。本章承接上一章闡釋那時期新詩現代性如何在排解矛盾的過程中演化

                                                      
1
 研討會於 2016 年 11 月 2 日於香港浸會大學舉行，為《明報月刊》五十週年誌慶紀念活動之一。 

2
 見《明報月刊》總第 612 期，2016 年 12 月號，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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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多的可能性。 

 

 羅勃遜（Roland Roberston）所指的「鄉愁」（Nostalgia）就是在社會文化層

面上對過去和傳統的懷念和重新擁抱，遂在不知不覺間，醖釀出對強調發展和推

進的現代性的不滿。3
 情緒無論好壞，都是從個人主體出發，繼而對外發洩，可

說就是西方文化「個人本位」的顯現。羅勃遜認為「現代性」就是「鄉愁」，是

傾向負面的情緒，其字尾“algia”來自希臘字源“algos”，本身就是「痛楚」之意，

及後“Nostalgia”有了延伸的意義，用以表達「懷舊」情懷，就是對逝去的美好事

物的依戀，所代表的情緒變得中性，連繫上的也不盡然是對「現代性」的不滿，

更可以是「開創未來」的冀盼。這可說就是維特蘭娜‧博伊姆（Sveltana Boym）

在其著作《鄉愁的未來》（The Future of Nostalgia）便是在剖析這樣的矛盾——帶

有濃重「懷惜傳統」意味的鄉愁，如何給人帶來「改革未來」的願景。博伊姆在

著作第二章〈歷史天使：鄉愁與現代性〉（The Angel of History: Nostalgia and 

Modernity）指的是博伊姆以班雅明對保羅‧克利（Paul Klee）的畫作〈新天使〉

（“Angelus Novus”）的闡析來概括班雅明的「現代鄉愁」。4
 班雅明指畫中天使

特別之處是「面向」和「背向」： 

 

人們就是如此描繪歷史天使。他的臉朝着過去。在我們當作是一連串事件之

處，他看到的是一單一的災難。這場災難堆積了屍骸，將它們拋棄在他的面

前，天使想停下來喚醒逝者，將破碎了的世界修補完整。可是從天堂吹來一

陣風暴，他猛烈地吹擊着天使的翅膀，以致他無法將之收攏。這風暴無可抗

拒地把天使颳向他背對着的未來，而他面對的殘垣斷壁卻愈來愈高直逼天際。

這場風暴就是我所謂的進步。5
 

 

  

                                                      
3
 Roland Roberston, “After Nostalgia? Wilful Nostalgia and the Phases of Globalization.” In Bryan S. 

Turner edition, 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0, pp. 

45-61. 
4
 Sveltana Boym, “The Angel of History: Nostalgia and Modernity.”The Future of Nostalgi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pp. 19-32. 
5
 原文見 Walter Benjamin, “These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lluminatio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pp. 25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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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說就是班雅明自身的寫照，作為一位生於二戰時期的德裔猶太人，他不斷逃

避蓋世太保的迫害，就像「歷史天使」將連串的因果扣連的事件，全看成一次災

難，這代表着一種通透的史觀，可將零碎的事件歸納為一。本來天使在認清以後

想留下來救贖還在受苦的靈魂，將他們逐一喚醒，只是那突然增強風暴驅使天使

未及轉身，一直面向過去，而廢墟也從天堂向未來擴散開去。班雅明說是所謂的

「進步」，不無對當時資產階級進步史觀的嘲諷，就是以大步行進當作是解決過

去災難後遺的方法，將一眾罹難災魂的怨號都一概掩埋在過去，再者如此帶着抹

不掉的傷痛迎向未來，那未來定必充滿倖存者的虧欠感，正如班雅明所言「站在

過去與未來的門檻上」的「歷史天使」就這樣給框成了一幅「現代畫」。6
 對於

班雅明而言，「鄉愁」的「鄉」就是那進退維谷的夾縫位置，在那裏他之所以可

表現的現代前衞氣質在於他可通過「轉向」去看清「災難的肇因」，也可以想像

到「倖存者的悵憾」，令他可以成就警世先知的姿態；至於他的「愁」，就在於這

種可讓他看到「過去」與「未來」的位置給扼殺。 

 

 關於班雅明的「歷史天使」闡述，歷來有不少文化論者談論，除了博伊姆外，

杜贊奇（Prasejit Duara）在《全球現代性危機》（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中便以此闡述他所謂的「永恒體制」（regimes of eternity）跟「真實體制」（regimes 

of authenticity）的分別。杜贊奇將論述的焦點放在那面向過去時的「單一災難的

純粹」和轉向未來時看到的「頹垣的全貌」。杜指所謂「永恒體制」就是社會除

了知識份子以外，能夠培育出思想家，甚至先知，可為當下的主權提出較超然的

演繹。至於「真實體制」則會衍生出「身份的政治」（identity politics），即通過

對照歸納彼此之間的異同，找着羣體共性。7
 在杜贊奇看來，班雅明通過「歷史

天使」的闡述所展示的「鄉愁」是在「過去與未來的門檻」這個超然的位置上，

如何將歸納出的觀點重新帶回人羣中演繹，使之成為大家共同秉持和竭力守護的

                                                      
6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pp.29. 

7
 Prasenjit Duara, “Circulatory and competitive histories.” 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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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特質。 

 

 總的來說，鄉愁就是一種矛盾的意緒，五四時代的作家詩人，其實也是班雅

明所謂的「歷史天使」，他們一方面看到過去災劫的陰霾，猶帶着往日士人為社

稷的觀念，另一方面又見到大前方「百廢待興」的頹垣之況，於是決意成為推動

社會前進的精英份子。就是這些複雜的身份特質的糾葛，令他們的作品都表現出

矛盾情緒。魯迅在早期就當時文化景況寫了幾篇份量十足的文化評論：〈破惡聲

論〉、〈摩羅詩力說〉和〈文化偏至論〉都像「歷史天使」一樣，一方面擁抱工具

理性啟蒙思想，另一方面卻又因個體靈魂的痛苦與生命的虛無，面對民族的未來

顯得憂心忡忡，並因而在文藝方面發酵出對「現代性」表現質疑的「現代主義」

8，也就是說「現代主義」作品就是嘗試處理這種矛盾，黃繼持指魯迅作品中，

尤以《野草》最能跟「現代主義」呈「暗合之象」，因「散文詩」所表現的「冷

與熱、絕望與希望、解剖自我與直面人生的矛盾組合。」9
 就是這樣的矛盾意緒，

成就了在當時連新詩的體例還未確立得完善的時代，魯迅即以「散文詩」來回應

新文學的時代呼喚，誠然魯迅並非近代中國文學中率先創作「散文詩」的詩人，

而《野草》亦不是魯迅唯一的散文創作，跟《野草》差不多同期出版的《志摩的

詩》中，也有一組相當獨特的「散文組詩」，這在徐志摩的創作中，無論是主題

和手法上都相當獨特，只是大多數論者均因詩人的情愛軼事而將評論賞析的焦點

連繫到徐的浪漫婉約的詩風上，對徐的散文詩一直沒有應有的重視和公允的評價。

事實上，無論《野草》還是徐的散文詩都可說是散文詩創作的一個里程碑，所標

示的不單是兩位詩人的藝術成就，還在於散文與詩結合代表了矛盾的融合，成為

詩人表現「現代鄉愁」這種矛盾意緒的最佳載體，本章將會以魯迅和徐志摩的散

文詩來闡析當時中國的詩人如何表現自身獨特的「現代鄉愁」。 

 

                                                      
8
 黃繼持：〈魯迅文學實踐的現代精神〉，《魯迅‧陳映真‧朱光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2，頁 37。 
9
 見《魯迅‧陳映真‧朱光潛》，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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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散文詩中的現代性 

 周作人的〈小河〉被視為新詩發展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里程碑，箇中理據上一

章已分析過，此處不再贅述。〈小河〉於《新青年》初發表時，在詩附有一段說

明，清楚地指出〈小河〉原是以「散文詩」模式創作： 

 

有人問我這詩是甚麼體，連自己也回答不出。法國波特萊爾（Baudelaire）

提倡起來的散文詩，略略相像，不過他是用散文格式，現在卻一行一行的分

寫了。內容大致仿那歐洲的俗歌。俗歌本來最要押韻，現在卻無韻。或者算

不得詩，也未可知，但這是沒甚麼關係。10
 

 

或許不少人都會訝異於周作人自己竟將〈小河〉稱為「散文詩」，事實上除了周

以外，其他有收入此詩的選本，包括《中國新文學大系‧詩歌卷》也不會將之視

為「散文詩」，可能由於周將之分寫成一行一行的緣故，可能是後來的新詩較〈小

河〉更沒有花神佈置韻腳之故。但這不是值得注意的地方，我們應倒過來想，是

甚麼令周認為自己是在寫「散文詩」。是他倣效波特萊爾的散文詩而作，那麼究

竟波特萊爾的「散文詩」有甚麼標誌性的特色，使之可以作為這個「合成文類」

的認證？歷來研究者都沒有很仔細思考周這段前言的含意，大多只視之為交代創

作動機可有可無的湊作。事實上除了在首次發表的《新青年》上，便沒有選集有

載括這段相當於「顛覆實驗」的前設闡述—— 將之變成一行一行的格式，就是

刻意破壞其散文格式；革去韻腳，就是使之失去詩的表徵，藉此突顯詩的內質。

除了周作人，艾青在其《詩論》中也表達了這種藉顛覆束縛規律釋放自由的創作

空間：「我們嫌惡詩裏面的那種醜陋的散文，不管它是有韻與否，我們卻酷愛詩

裏面的那種美好的散文，而它卻常是首先就離棄了韻的羈絆的。……天才的散文

家，常是韻文的意識的破壞者。」11
 換句話說，在「散文詩」中「散文」代表

解構的力量，令詩人擺脫詩歌韻律的束縛，像西諦（即茅盾）在〈論散文詩〉中

                                                      
10

 見《新青年》第 6 卷第 2 號，1919 年 2 月，載楊宏峰主編《新青年》典藏全本，銀川：寧夏

人民出版社，2011，頁 75。 
11

 艾青：〈詩的散文美〉，《詩論》，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3，頁 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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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結：「詩確已由『韻』趨『散』的形勢了。」12
 但與此同時，亦有像李廣田

的文化人憂心「散文化」會削弱了詩本質上可以提升人精神層次的力量：「我們

絕不是純形式主義者，我們只是說，我們現在的新詩未免太散文化了。我們絕不

主張詩人再回頭去應用舊詩的形式，同時，也絕不主張詩人應當用某一種固定的

形式。針對了目前這一詩散文化的風氣，我們只是說，詩人應當自己去創造（或

利用）各種不同的形式，不要忽略了形式，為了要盡善盡美地去傳達那些稱得詩

的思想感情，或『完整的經驗』，並去提高它們。」13
  

 

那麼，周的〈小河〉實驗的目的就是讓讀者專注於內容深意，期望藉此帶來

的精神層次的提升，像李廣田所言，嘗試以內容決定格式的原則來保存詩的本質，

而周既拋出波特萊爾，那麼便不難推想周是試着以波慣用的「象徵主義」手法來

成就。象徵主義，跟象徵並不等同，它是以多種「暗示」組織起來激發不同解讀

向度的開放系統，是由西方橫向移植過來的概念；象徵則有賴約定俗成的符碼系

統來配對藴意，是傳統的縱向繼承。郭沫若在其著名的〈論詩三札〉中闡釋：「詩

之精神」並不體現在平仄和韻律這些「外在韻律」（extraneous Rhythm）上，而

在「情緒自然消漲」的「內在韻律」（intrinsic Rhythm）上。郭更指「散文詩」

是體現「內在韻律」的理想模式，又指「散文詩」在中國傳統文學中有哪些類近

文體：「我國雖無『散文詩』之成文，然如屈原〈卜居〉、〈漁父〉諸文以及莊子

《南華經》中多少文字，是可以稱為『散文詩』的。」14
 很多人都以為郭沫若

是泛指楚辭。楚辭出現於南方，乃相對於北方的《詩經》而言，《詩經》句式較

工整，押韻雖不及絕律詩那樣嚴謹，但也有民歌的韻調，有反復吟唱的效果；楚

辭則多長短句，可收抑揚頓挫之效，另外多用虛詞「兮」作為間隔標示，亦有強

化節奏之效，楚辭中還多用象徵 —— 善鳥香草，以喻忠貞；惡禽臭物，以擬邪

                                                      
12

 見《中國文論選》，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頁 220。 
13

 李廣田：〈論新詩的內容和形式〉，《詩的藝術——中國新詩評論集》，香港：匯文閣書店，

1972，頁 11-12。 
14

 郭沫若：〈論詩三札〉，《中國現代詩論（上編）》，廣州：花城出版，1995，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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佞；靈物美人，以媲賢君；宓妃佚女，以譬君子；雲霓飄風，以寄讒臣—— 這

正是已約定俗成了的符號配對，與其說是「象徵」，不如說是「比喻」，誠然這亦

非散文詩解構格律後期望保持的格局，更與郭沫若所謂的「內在韻律」的主張大

相逕庭。所謂「內在韻律」乃在詩人內心發生的化學反應，平常受理性壓抑的情

緒，讓它無罣礙地去感應自然配對外在事物的種種喜惡，藉以開啟創作的「靈視」。

要成就「內在韻律」，顯然單憑散文的解構力量不足以成就。郭之所以強調〈漁

父〉和〈卜居〉兩篇，在於兩篇作品屬楚辭中的「異數」，甚至兩篇都被懷疑是

假屈原之名杜撰的，而兩篇之所以會引起如此質疑在於兩文都採對答的結構，一

是漁父，一是跟卜巫，在對答過程中，屈原便娓娓道說自己的內心想望，例如在

〈漁父〉中，屈原便道：「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效！」較

之〈離騷〉、〈涉江〉等「典型」的屈原作品，這兩篇顯得平暢直白，沒有多少矯

飾，也沒有用上甚麼「象徵」作曲線表述，如果這樣是有助成就「內在韻律」，

即暫擱理性思維的運作，將心神讓路予「內在情緒」在感應社會的人文素質，然

後讓其「自然消漲」，我們大概可將這個過程歸納為「散文」與「詩」的牽扯。

在徐復觀翻譯的萩原朔太朗的《詩的原理》中，這樣定義詩和散文的分野： 

 

有空想，聯想之自由，可以喚起主觀之夢的一切東西，本質上，都可

以認為是詩底。反轉來看，無空想之自由，不能有夢的感覺的一切東西，本

質上便是散文底。所以，形成詩之本質的一切，究其極，好像可以用「夢」

一語而將其包括盡淨。然而，吾人之任務，是要把「夢」一語的意味，到底

是概念些甚麼，加以考查。15
 

 

在萩原眼中，「詩」與「散文」的分野，相當於「夢」與「現實」的分野，兩者

看似矛盾，卻又相當統一，兩者就像「光」跟「影」一樣，彼此依存相互深化，

同樣「夢」也需要「現實」來確立，需要現實中的理性來對「夢」加以考查，這

可說是一個「尋夢」的歷程，而「尋夢者」亦是「現代派詩人的集體心態觀照」

                                                      
15

 萩原朔太朗著，徐復觀譯：《詩的原理》，台北：學生書局，1989，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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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關於「尋夢者」的羣像，會在後文進一闡釋。 

 

 在《詩的原理》中，荻原有一專章闡述「象徵」，他直接指出如將「象徵」

視為單純的「比喻」或「寓意」，是太「淺薄」，在他看來「象徵」，該是「觸到

靈魂深處的『象徵感』」，所謂「象徵感」就是依靠直覺感悟到事物背後真正的「意

味的自身」，大概就是讓詩得着「夢」浮現的喜悅。17
 如果詩人嘗試將之記錄和

表現出來，那麼便不得不靠「散文」像「導板」一樣連接「現實」，讓詩人隨意

選擇適合的意象，甚至意象羣來描摹「夢」的「象徵感」，並且可以不受任何格

式和規條囿限，組合不同意象，務求可以較明晰地表現出自己牽掛的夢，將那種

夢的「象徵感」的分量分享開去，這相當於上述波特萊爾的「城市虛妄」的鄉愁，

整個過程才是「象徵派」的含藴，而不是單指運用「象徵」，也不應等同記錄一

剎情感的「意象派」的「意象」。「散文」，在這裏亦不局限為一種文類格式，更

暗喻了一種既可「解構束縛」，又可「搭通主體內外」的建設性力量。 

 

 這大概亦是波特萊爾何以會以「散文詩」作為表現其象徵主義的文類，正如

袁可嘉所釋，波的象徵主義乃由瑞典神祕主義哲學家安曼努爾‧史威登堡

（Emannel Swedenborg）的「對應論」（Correspondences）發展過來的。所謂「對

應論」就是認為自然界萬物之間都存在着神祕的互相對應的關係，而且都與人的

內心世界息息相通，當內外互相感應契合，山水草木便會成為發出信息的「象徵

的森林」，讓詩人可以選擇適當的意象來暗示自己內心的微妙世界。之後，這種

通過「暗示、對比、烘托和聯想來表現的方法，後來就成為象徵主義以及整個現

代派文學的基本傾向和藝術手法」。18「象徵的森林」來自波特萊爾有一首名為

〈契合〉（Correspondences）的詩： 

                                                      
16

 孫玉石在《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第六章，便用了大篇

幅來闡釋現代詩人的「尋夢者」形象。 
17

 萩原朔太朗，徐復觀譯：《詩的原理》，台北：學生書局，1989，頁 116-124。 
18

 袁可嘉：〈象徵主義〉，《歐美現代十大流派詩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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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座大神殿，在那裏 

活柱有時發出模糊的話； 

行人經過象徵的森林下， 

接受着它們親密的注視。 

 

有如遠方的漫長的回聲 

混成幽暗和深沉的一片， 

渺茫如黑夜、浩蕩如白天， 

顏色、芳香與聲音相呼應。 

 

有些芳香如新鮮的孩肌， 

宛轉如清笛，青綠如草地， 

—— 更有些呢，朽腐，濃郁，雄壯， 

 

具有無限的曠邈與開敞， 

像琥珀，麝香，安息香，馨香， 

歌唱心靈與官能的熱狂。19
 

 

梁宗岱在〈談詩〉一文特別提及上引的詩的最後一句，「歌唱心靈與官能的熱狂」，

指裏面表達了兩重感應：「形骸俱釋的陶醉和一念常惺的澈悟」，梁接着解說：「我

的意思是：一切偉大的詩都是直接訴諸我們的整體，靈與肉，心靈與官能的。它

不獨要使我們得到美感的悅樂，並且指引我們去參悟宇宙和人生的奧義大利。而

所謂參悟，又不獨間接解釋給我們的理智而已，並且要直接訴諸我們的感覺和想

像，使我們全人格都受它感化與陶鎔。」20
 梁還有一篇〈論詩〉，是寫給徐志摩

的長信，其中對於當時中國詩的發展顯得憂心忡忡：「我以為中國今日的詩人，

如要重大的貢獻，一方面要注意藝術的修養，一方面還要熱熱烈烈地生活……我

不敢說現代中國的青年完全沒有熱烈的生活，尤其是在愛人的懷裏這一種！但活

着是一層，活着而又感着是一層感着而又寫得出來是一層，寫得出來又能令讀者

同感又是一層……於是中國的詩人真是萬難交集了！」21
 總的來說，象徵主義

                                                      
19

 梁宗岱譯：〈象徵主義〉，《詩與真》，台北：商務印書館，2002，頁 73-74。 
20

 梁宗岱：〈談詩〉，《詩與真》，頁 107。 
21

 梁宗岱：〈論詩〉，《詩與真》，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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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求詩人能將自己心中對宇宙對自然的感悟，藉着「象徵的森林」中取得的「意

象」組合出作品來，藉此達至靈和肉、人和自然的契合。如前一章所言，象徵相

當於「比」，是由內及外的，可說是詩人對外的情感投射，而意象好比「興」，是

從外而內的，是當下生活（所以要求詩人要熱烈活着）對詩人心靈的啟迪式衝擊，

也就是說，象徵主義覓求的就是這兩個歷程的契合，可以找到並組合適當的意象

去表現心中成型的象徵含藴。就這樣，傳統的許多詩意和符號含藴得到更新，這

是象徵主義來到中國所帶來的一項現代性；另外這契合歷程，也會強化詩人的主

體性，令詩人只側重表述自己心中所感，這是為何梁宗岱說最後一重難題是詩人

表達出來後，不是只自說自話，變得晦澀難明，而是讀者也可以明白的。 

 

 如果將「散文詩」中的詩底元素概括為「內外契合」的歷程，也就回應了梁

宗岱於〈談詩〉中所提的難點；而散文底元素，便可以為作品引入理性闡述的句

式和體例，便正正可以解決梁在〈論詩〉所憂心的情況，所以說「散文詩」之所

以出現於當時新詩還未定型之時，是一個折衷嘗試，試着包容解構與搭建，理性

與感性，夢與現實，中國傳統與西方新潮的一個新文類，其內容矛盾的特質可說

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甚富現代性的試驗。 

 

 尼采在其《歡悅的智慧》（The Joyful Wisdom）中有一節論及「散文與詩」

的關係： 

 

無論在公開的場合或是私底下，都應讓人們觀看清楚一個偉大的散文家

通常也近乎是個大詩人。事實上，也只有以詩的表現觀點來發揮才會寫好散

文！因為散文是一種與詩之間連續而精鍊的戰鬥，而它的所有迷人的風韻就

在於它是一直避免反對詩的表現方法。任何抽象的東西都意圖嘲弄詩，並且

想要用一種模仿的聲音形之於口。所在的沉着和冷淡都是為了要將親切的女

神造成一種親切的絕望；二者時常也會有接近與一致的時候，然後突然來一

個倒退並引起一陣爆笑。22
 

                                                      
22

 尼采著，余鴻榮譯：〈散文與詩〉，《歡愉的智慧》，台北：志文出版社，2000，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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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闡析，可說是相當矛盾，一方面說詩跟散文是在「戰鬥」—— 大概是由

於詩重在表現朦朧的神祕感，而散文則偏重明白清晰的闡述。但又刻意突出散文

對詩的處處謙讓，說甚麼散文是「一直避免反對詩的表現方法」，又以散文大家

起興，將散文放在得勝者的位置，但卻要對詩多方遷就，令詩處於「暗中不敗」

的境況。如將尼采的描劃用來檢視五四時期新文學發展，便會發覺當時的文壇也

頗貼近這種狀態：在中國傳統文學中，詩一直處於王道位置，更有文化論者將中

國文化定性為「詩性文化」，相對於詩，散文明顯是處於較末尾的位置，而之後

更成為白話文的理想載體。當時的中國文壇對於白話文，可說是既憂且恨，即使

白話文的推手也嘗試以「散文」這種較自由的模式去涵納中國傳統的詩性思想，

所以也造成好像打着散文的旗號，暗地裏又對詩處處謙讓，多方遷就，如此矛盾

的心情可視為「中國現代鄉愁」，所以當時出現的「散文詩」可說是此種「鄉愁」

的一個化身。 

 

 葉維廉曾經寫過一篇論文名為〈散文詩 —— 為「單面人」而設的詩的引橋〉，

葉在副題中道明了「散文詩」乃為讓「單面人」可搭渡回到「詩」領域；對於中

國這個有着悠久詩傳統的國度來說，這算得上是中國「現代鄉愁」的注腳。葉指

「單面人」（One - dimensional man）乃來自馬庫色（Herbert Maccuse），他沒有

記下更直接的定義，但從整篇文的字裏行間可推測「單面人」乃指涉一個負面的

社會現象。散文詩是將現象撥亂反正的「法寶」。葉指「現代主義」中的語言出

現了弔詭現象：「一方面，為了抗拒實證主義工具影響下語言的單面化，詩人呼

籲另一種準確性，所謂含蓄式的準確性（多線發展，意義不決定性），用打破語

法，打破時序來求取一組放射意義的符號。另一方面，為反對十九世紀作假不真

的修辭，他們又呼籲回到自然語，甚至回至散文，作為詩的媒介。在現代詩發展

最高峯時，這兩個方向始終沒有理由和解導致綜合。」23
 所謂「平面人」就是

                                                      
23

 見葉維廉著：《解讀現代‧後現代—— 生活空間與文化空間的思索》，台北：東大出版社，

1992 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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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份強調理性、清晰的「實用現代性」影響下淪為「平面角色」的大眾，這大

概就是為何尼采說散文在「戰鬥」中要處處對待「謙讓」的原因，因為「散文」

的語言特質是較傾向「工具理性」，就是造成「單面人」的源頭。這個現象正好

就是本論文首章引論中提到的為何五四社會要從「實用現代性」轉向「審美現代

性」的原由，但與此同時，詩仍需要散文的解構力量來避免「假修辭」，所指的

就是以往流於形式的「格律」規限。換句話說，雖云轉向，並非指「審美現代性」

完全取代「實用現代性」，而是彌補了工具理生在白話傳意和思維上所帶來的「平

面化」薰染，但與此同時，「審美現代性」又需要「實用現代性」的羈勒，以免

創作作品因過度規限而淪為形式主義，或過度放縱而變得朦朧晦澀。散文詩，正

是這種現代性相互制約的縮影。 

 

3 中國散文詩的經典—— 魯迅的《野草》 

 中國近代的散文詩大多數是中國詩人受波特萊爾和泰戈爾等西方詩人啟迪

而創作的。散文詩之所以可以在中國成功扎根，實在得力於劉半農、何其芳、郭

沫若、魯迅等人的努力試作，成功將「象徵主義」手法從當時主要模仿對象波特

萊爾的「小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鬱》中萃取出來，加以轉化和靈活運用，最終

成就了《野草》這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散文詩經典。《野草》的成書，可說為

中國新文學發展注入了強大的推動力，整個過程可說是相當富現代性的發展： 

 

象徵主義作為一個藝術流派是同現代散文詩一起出現的。現代散文詩

一起出現的。現代散文詩的創始者波特萊爾就是象徵派的開山鼻祖。散文詩

為象徵主義藝術方法準備了寬廣的天地。象徵主義方法又為散文詩帶來了特

異的藝術光輝。在中國新文學中，第一個寫散文詩的不是魯迅，但魯迅卻是

第一個把象徵主義的方法引進散文詩的人。24
 

 

  

                                                      
24

 見孫玉石著：《《野草》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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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象徵主義手法如何在《野草》中發酵，突顯當時中國的社會和政治狀況，可

說是闡析的重點，而象徵主義手法所營造的朦朧便成了包容矛盾情緒的煙霧，也

是現代性的反映。 

 

 孫玉石在八十年代完成《《野草》研究》一書後，便開始《中國現代主義詩

潮史論》的著述，在後者的自序中，孫指作此書是由於完成前者後，發現魯迅在

其中運用了「象徵主義的總體框架和表現方法」，為作品帶來了「無限美麗而又

異常深邃的思想內藴和藝術魅力。」25
 所以孫不禁問：「難道象徵主義藝術就這

樣與進步的向上的人類情感內容水火不容嗎？難道只有把象徵主義完全推給沒

落階級的頹廢與絕望才是唯一正確的審美價值標準嗎？難道中國新詩中的象徵

主義潮流就永遠打入『逆流』，成為被遺忘了的歌聲嗎？」26
 從孫的自序中，我

們大概可以歸結出他的幾個論點：首先就是《野草》運用了西方移植過來的「象

徵主義」手法，而且使用密度較魯迅其他作品為高，對象徵主義起了領頭的作用。

第二，就是「象徵主義」作品對之後中國的「現代主義」詩派有着引領的作用。

第三，就是「象徵主義」手法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也受過不少知識份子或文人針砭

鞭撻，其中原因可以在之後第四章再詳細分析。 

 

 就是因為之前對《野草》作了全面的剖析，孫玉石在其後的《中國現代主義

思潮史論》中，每每都暗暗指向魯迅《野草》這個散文詩的經典，只是可能礙於

篇幅，未有很明確地對這個呼應提出更具體的佐證，好像書中第六章為「現代派

詩人羣系的心態觀照」，可能孫急於闡述「象徵主義」移植後對「羣系」的影響，

對於處於影響發端的《野草》卻沒有充分的照應，該章中分為三節：一、「尋夢

者」的形象；二、「荒原」的意識；三、「倦行人」的心態，如果拿此三個分題作

為分析《野草》的切入點，會有非常扎實的發現。 

                                                      
25

 孫玉石：《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2。 
26

 孫玉石：《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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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尋夢者」的形象 

孫玉石在此節甫開首便引用了魯迅的新詩〈夢〉點題： 

 

很多的夢，趁黃昏起哄。 

前夢纔擠卻了大前夢時，後夢又趕走了前夢。 

去的前夢黑如墨，在後的夢墨一般黑。 

去的在彷彿都說：「看我真好顏色。」 

顏色許好，暗裏不知； 

而且不知道，說話的是誰？ 

 

暗裏不知，身熱頭痛。 

你來你來，明白的夢！27
 

 

孫闡析此詩甚為簡略，只道魯迅是在「歷史的觀察中，對於過去的夢表示一種失

望。」28
 可能由於魯迅在新詩上並不多產，所以歷來解說這時都顯得相當粗略，

沒有仔細用心地剖析。這首詩的特別，在於詩人賦予夢以主體性，夢在詩中彷彿

成了有機的生命體，所以它們會在「黃昏起哄」，而起哄乃因它們快將進入黑暗，

從後面「顏色許好，暗裏不知」一句可知，夢本來是帶着好顏色的，但只要進入

黑夜，它們便只能變成墨一樣的顏色，像之前其他的夢一樣，陷入絕望的黑暗中，

失去自己。而從「說話的是誰？」一句可知，有聲音指示它們逐一墜進黑暗。很

多評論者都說最後一句是詩人在渴求以後會有「明白的夢」，但從「你來你來！」

一句可知那不過是那「說話者」自我炫耀的說話，就是親身見證好端端有「好顏

色的夢」給自己模塑成麻木，甚至不知有痛的絕望的「黑夢」。詩人所謂的「明

白的夢」可說是矛盾的，「明白」是現代性理性冷靜、清晰、透明特質的反映，

而「夢」則可視為現代性中講求「主體性」的投射，將兩個相互矛盾的特質強迫

組合在一起，令人彷彿也感受到詩人內心的惆悵：一方面渴求保有自我本色，可

                                                      
27

 見《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35 年初版，1989 年復刻，

頁 22。 
28

 孫玉石：《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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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晰觀照世界，涵納世界的色彩，另一方面又怕落單，於是不禁躊躇是否該聽

從不知身份的說話者，跟從主流，進入麻木人心的黑夜；這樣雖然會失去自我，

但至少可以獲得掩護，跟其他的夢一起依偎哆嗦，苟且存活。換句話說，夢的主

體性不是為了變化成誰的美夢，而是為了抵禦自己給黑暗吞噬的宿命，可說是蠻

符合魯迅作品的一貫主題。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中指出，在現實生活中，「如

尋不到出路，我們所要的就是夢，但不要將來的夢，而是目前的夢。」29
 由此

觀之，魯迅在第一首新詩中已表達跟波特萊爾那種「城市虛妄」的現代鄉愁—— 

城市於波特萊爾而言，是一座「象徵的森林」，不斷有各式各樣的象徵撞擊過來，

迫使詩人去捕捉，並將之與心底的夢對照，似乎是要尋求融入主流，卻又冀盼保

有自我，這種矛盾的心情，繼續發酵，成為魯迅的「精英主義」，也就是變成領

導羣眾的精英，精英需要羣眾的簇擁來確立心底的自我印象，但又害怕自己的信

念會給擊潰。我們可以在《野草》找着這樣的一個發酵的心路歷程。 

 

魯迅尋夢的過程多少帶點戰鬥的況味，帶着保有自我的設願。魯迅有一首

名為〈辛亥殘秋偶作〉的舊體詩： 

 

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温上筆端。 

塵海滄茫沉百感，金風蕭瑟走千官。 

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雲齒髮寒。 

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斗正闌干。30
 

 

「夢墜空雲齒髮寒」一句是指因理想幻滅而感到淒冷悲涼，而最後一句「起看星

斗正闌干」則表達了處身黑暗，欲聽荒雞而不可得，只見星斗縱橫，距黎明尚遠。

另外，在《野草》的二十三篇散文詩中，有七篇，即差不多三分一作品是以描寫

夢境中的幻象的章法寫成，跟這裏說自己「夢墜」有所不同。這七篇分別為〈死

火〉、〈狗的駁結〉、〈失掉的好地獄〉、〈墓碣文〉、〈頹敗線的顫動〉、〈立論〉、〈死

                                                      
29

 見《墳》，《魯迅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頁 160。 
30

 見林偉著：《魯迅詩歌注析》，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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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都是以「我夢見自己……」的句子起首，孫玉石指這樣的章法：「極大地增

強了散文詩的抒情意境，也含蓄地表現了作者的思想心境同黑暗現實相對立的性

質。」31
 如此既欲抓住美夢，又因將臨的戰鬥而震慄踟躕，可說是尋夢者形象

中所象徵的矛盾心態；只是在積極裝備戰力的過程中，尋夢者又會因而得着存在

的實感，這大概就是魯迅所云的「不要將來的夢，而要現在的夢」的含意，而「夢」

存廢的隱憂，可說就是魯迅所表現的一種「現代鄉愁」。 

 

 如果拿七篇中之一的〈死火〉跟魯迅第一組散文詩《自言言語》中的〈火和

冰〉作對讀分析，便可以更具體了解「尋夢者」的現代性形象。現先將〈火和冰〉

全詩引錄如下，俾便闡釋： 

 

流動的火，是熔化的珊瑚麼？ 

中間有些綠白，像珊瑚的心，渾身通紅，像珊瑚的肉，外層帶些黑，是

珊瑚焦了。 

好是好呵，可惜拿了要燙手。 

遇着說不出的冷，火便結了冰了。 

中間有些綠白，像珊瑚的心，渾身通紅，像珊瑚的肉，外層帶些黑，也

還是珊瑚焦了。 

好是好呵，可惜拿了便要火燙一般的冰手。 

火，火的冰，人們沒奈何他，他自己也苦麼？ 

唉，火的冰。 

唉，唉，火的冰的人！32
 

 

究竟魯迅藉着「火」與「冰」兩個矛盾相剋的意象是要彰顯甚麼？孫玉石只簡略

地點出這首詩是歌頌「革命先覺者在黑暗寒冷勢力的壓迫下不可征服的堅貞品

格」。33筆者基本同意孫的點題，只是有點偏差的是，他沒有點明火與冰集合於

一個主體上會心生怎樣的掙扎，還有這些掙扎聚合在「珊瑚」這主體意象上究竟

化合出怎樣的象徵意義。 

                                                      
31

 見孫玉石著：《《野草》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 212 。 
32

 見《集外集拾遺補編》，《魯迅全集》第 8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1989，頁 91-92。 
33

 見孫玉石著：《《野草》研究》，頁 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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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開首的設問，我們可知珊瑚原來本性是「火性」，所以會令人「燙手」，所

以詩題才名為「火的冰」，而非「冰的火」；只是後來遇上了「說不出的冷」，所

以珊瑚的火才會結出冰，從燙手變成冰手，我們於是可以知道，冰之所以成為珊

瑚外在特質，乃像魯迅的〈夢〉所描寫那樣，是進入黑暗環境所致，是與宿命相

遇，要持久抗衡，便得冷靜應對，於是外在的冷變成主體外表的「冰性」，就像

珊瑚一樣，外表像岩石一樣，但要在黑暗中保有自我，便得靠內心那不滅的火，

表層的冰就像冑甲一樣保護着內心的火，就像珊瑚其實是生物，它的存在可以為

整個環境帶來生機，令其他生物得以生存。魯迅之所以強調「現在的夢」在於他

認為「娜拉」出走後的徬徨、迷茫，是每個當時人的景況，所謂夢就是有效抵禦

當下的黑暗時代，換句話說，在魯迅看來，值得歌頌的革命先鋒，不是一味只懂

前衝，徒具爆炸力的人；而是能沉着應戰，懂得理性應對挑戰的人，就是「火的

冰的人」。 

 

 從〈火的冰〉到〈死火〉，魯迅雖不像尼采和馬克思那樣推翻往日的觀點，

我們會發現〈火的冰〉的內容是嵌入〈死火〉中作為首幾段，而下半篇則明顯是

在舊內容的基礎上加以拓展，從個體的情感宣洩提升至較廣義的啟蒙和感召，〈死

火〉的開首部分是這樣的： 

 

我夢見自己在冰山間奔馳。 

這是高大的冰山，上接冰天，天上凍雲瀰漫，片片如魚鱗模樣。山麓

有冰樹林，枝葉都如松杉。一切冰冷，一切青白。 

但我忽然墜在冰谷中。 

上下四旁無不冰冷，青白。而一切青白冰上，卻有紅影無數，糾結如

珊瑚網。我俯看腳下，有火燄在。 

這是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搖動，全體冰結，像珊瑚枝；尖端還

是凝固的黑煙，疑這才從火宅中出，所以枯焦。這樣，映在冰的四壁，而且

互相反映，化為無數影，使這冰谷，成紅珊瑚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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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34
 

 

〈火的冰〉是直接進入象徵主義的幻境，〈死火〉則是在首句清楚標明「我夢

見……」，有了個開局的標示，便暗示了現實的存在，之後所寫的內容彷彿都在

隱隱呼應着現實中的景況，這標示句就像是進入迷宮前繫在入口處的線頭，讓人

在擊殺了半頭人身怪物後，不會迷失在其中，而是能夠回溯原路，返回現實，之

後因為讀過荒誕的夢境，對現實中的荒謬彷彿有了更強的抗震能力，這大概亦是

魯迅所說的「現在的夢」的含意，因為只有這樣，才可評估自己的戰力，娜拉才

知道怎樣走下去。這跟尼采以「超人」激發「凡人」，從而為整個社會生態提供

開拓方向有異曲同工之效，亦是為何魯迅跟波特萊爾一樣會以心中的夢為「鄉」

的原點，也是「精英份子」的身份證明，由於一個社會需要精英帶動去拓展現代

性，故此精英之間「夢」的存廢成了推動現代性發展的重要關鍵。 

 

 〈火的冰〉主要是歌頌冷靜和熱情兼容的革命先鋒，所以當嵌入到〈死火〉

中，亦令新篇前半部也是表達相近的情懷，到了後半部則開始寫到未來命運的盤

算。詩人寫「我」拯救了被遺棄在冰谷中的「死火」，並以自己的體温令死火復

燃，之後雙方開展了走出冰谷的方案討論： 

 

「你的醒來，使我歡喜。我正在想着走出冰谷的方法；我願意攜帶你去，

使你永不冰結，永得燃燒。」 

「唉唉！那麼，我將燒完！」 

「你的燒完，使我惋惜。我便將你留下，仍在這裏罷。」 

「唉唉！那麼，我將凍滅了！」 

「那麼，怎麼辦呢？」 

「但你自己，又怎麼辦呢？」他反而問。 

「我說過了：我要出這冰谷……。」 

「那我就燒完！」35
 

 

                                                      
34

 見魯迅：《野草》，香港，三聯書店，2000，頁 40。 
35

 見魯迅：《野草》，香港，三聯書店，2000，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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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對話反映了「死火」的矛盾心情：「留在冰谷，便會凍滅；走出冰谷，便

會燒完」，如果將「冰谷」解作當時中國文化蕭殺困局，加上〈娜拉走後怎樣〉

來讀，大概便可理解何以「死火」和「我」最後決定走出冰谷。孫玉石如此概括

魯迅的矛盾：「這種矛盾，一方面表現了魯迅內心對戰鬥生活的渴望，另一方面

也多少打着魯迅個性主義思想的烙印。在沒有和羣眾鬥爭結合，沒有看到革命前

進和希望的時候，魯迅自然會寂寞孤單地感到有一種將會『燒完』的心情。這時

的魯迅，當然還不能夠產生即便小小的火苗，也將終於匯為燎原大火的革命信念。」

36
 魯迅的悲觀主義思想在結尾表露無遺，他安排「死火」跟「我」一起好不容

易跳出冰谷，但「我」卻跟象徵黑暗勢力的大石車同歸於盡，而「死火」沒有了

「我」的温熱，不知是否真的燒完。雖然魯迅在〈死火〉中仍不脫個人色彩，但

強調「我夢見」代表了為夢境劃出接壤現實的邊界。而從〈火的冰〉到〈死火〉，

我們看到的不獨是「紅珊瑚」作為表現的象徵反復出現在兩篇作品，而是紅珊瑚

成了矛盾的象徵，具體地植入到詩人的意識裏，讓他可以更聚焦地去思考矛盾的

命題，進而弄清楚「娜拉出走後怎樣」，這是現代先鋒的眼界從個人過渡到羣眾

的層次，為了完成這樣的過渡，魯迅努力去思忖該如何去成就熱情與冷靜的平衡。

在所屬的時代發揮影響力，啟迪民眾成為理性的主體，並致力創造自己的命運和

改造社會，啟動時代的現代性。 

 

 將〈火與冰〉嵌入〈死火〉，魯迅刻意強調那夢與現實的分界，但當他將《自

言自語》的〈我的兄弟〉擴寫成《野草》中的〈風箏〉時，卻完全用了相反的章

法 —— 刻意模糊夢的分界，令虛構事件顯得更真實，所傳達的寓意也更深刻，

更具說服力，所表現的歉疚感也愈能惹人共鳴，更易引人代入反思檢討自己的錯

失。 

 

〈我的兄弟〉跟〈風箏〉所記事情都是同一樁兒時往事—— 魯迅說自己不

                                                      
36

 孫玉石：《《野草》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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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放風箏，還認定那是「沒出息」的玩意，於是他非但自己不放，還扼殺小弟弟

放，又摔壞小弟弟親手粘糊的蝴蝶風箏。於是「我」現在回想起來，感到萬分歉

疚，想設法補償，本來想向小弟弟請求原諒，但對方早已忘記，於是「我」只好

繼續抱着愧疚感，未能獲得解脫。 

 

在〈我的兄弟〉中，詩人的感情表達得較為真露和簡明，沒有多少烘托，但

在〈風箏〉中，魯迅以北京冬天的蕭殺景象起興，如果說這象徵了當時的時局，

那麼「我」重視「論長幼」的傳統價值觀，則成了封建思想的象徵。作者刻意將

「我」變成精神虐殺者，而弱小的弟弟則是則萌芽的新思潮的象徵，是魯迅《狂

人日記》中所吶喊的「救救孩子」的對象。魯迅的好友許壽裳更指〈風箏〉是「救

救孩子」這貫穿魯迅一生的主題的重要驛站： 

 

「救救孩子」這句話是他一生的獅子吼，自從他的《狂人日記》的末句

起，中間像《野草》的〈風箏〉說兒童的精神虐殺，直到臨死前，憤於《申

報兒童專刊》的謬說，作《立此存照（七）》有云「真的要救救孩子」。他的

事業目標都注於此。37
 

 

就是為了成就「救救孩子」的主題，所以〈風箏〉裏除了加上蕭殺的「首都」冬

季烘染氣氛外，更加重筆描劃「我」對小弟弟的「精神虐殺」的程度，例如在〈我

的兄弟〉中記風箏的翅骨被毁後，是小弟弟「哭着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着」，

而在〈風箏〉中則是「我」將小兄弟的紮作擲在地上、踏扁，然後以「完全勝利」

的姿態「傲然」走出，留下小兄弟「絕望地站小屋裏」，甚至說沒有留心之後小

兄弟怎樣。根據魯迅小兄弟周建人：「魯迅有時候，會把一件事特別強調起來，

或故意說着玩，例如他所寫的關於反對他的兄弟糊風箏和放風箏的文章就是這樣，

實際上，沒有那麼反對得厲害。他自己的確不放風箏，可是並不嚴厲地反對別人

                                                      
37

 許壽裳：〈上海生活——後五年（一九三二—一九三六）〉，《亡友魯迅印象記》。上海：

三聯書店，1949，頁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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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放風箏。」38
 由此觀之，魯迅是盡量誇大「我」的絕情形象。如果「我」是

傳統封建思想的象徵，那麼「我」現在的愧疚便是「鄉愁」的投射—— 即試圖

重新擁抱「傳統」，但當中對年輕心靈的虐殺則是在重新擁抱的過程中的發現，

覺得必須糾正、革除。還有一點值得一提，就是「我」是在「看了一本外國的講

論兒童的書」，才開始反省自己的過錯，如果「我」象徵傳統封建思想，那麼這

本「外國講論」便可視為「西方啟蒙思潮」，是反省、悔疚的觸發點，令「鄉愁」

陷入了矛盾的意緒—— 外來的新知令自己不得不面對過去自己的愚昩無知，忍

受愧疚；但不去接受啟蒙，又不能讓自己走出蕭殺的冬天，迎接春天的生機。正

如魯迅在《野草》的題辭中寫道：「生命的泥萎棄在地面上，不生喬木，只生野

草，這是我的罪過。」；「我自愛我的野草，但我憎惡這以野草作裝飾的地面。」

而「我」所作的正好就是打壓「野草」使之不能生成「喬木」，也正是自己「罪

過」之處。 

 

〈風箏〉雖然刻意淡化「尋夢」的痕迹，但那冀盼自己的國家可以找着適當

發展路向的設願可說相當明顯，如此理性、目標為本的想望似乎跟一般人所意會

的混沌朦朧又浪漫的夢相矛盾，魯迅筆下的夢，正如他在〈夢〉所描述的，就是

「明白的夢」，就是進入黑暗後，依靠夢作為精神支撐，盡力保存自我，熬過黑

暗。理性的夢，相當矛盾的理念，這正是魯迅作為現代先鋒的信念。藉着這種信

念，魯迅才能像其兩組散文詩的主題一樣，從「自言自語」的個人層次拓展至「野

草」那樣展示對一切矛盾和荒謬的適應力，正如他在《野草》的題辭所言：「我

以這一叢野草，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之際，獻於友與仇，人與獸，愛者

與不愛者之前作證。」39
 魯迅對「野草象徵」之鍾情，可以歸納為對「開放系

統」的嚮往，伯曼（Marshall Berman）在他的名著《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 

現代性體驗》（All that Solid is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中指現

                                                      
38

 周建人：〈略講關於魯迅的事情〉，魯迅博物館編：《魯迅回憶錄》中冊，頁 737-783。 
39

 見《野草》，香港：三聯書店，2000，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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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就像「洪荒」一樣「開放」的系統，充滿着包容曖昧和矛盾。置身其中，人

類面對無限的發展可能，令「個人敢於追求個性」；這個過程相對於社會建制而

言，則是矮化，因伯曼認為過往大眾信奉的權威和規範都應粉碎重構。40
 這其

實正是魯迅〈文化偏至論〉的提綱：他認為西方文明因偏重「物質」與「眾數」

而出現不平衡的缺失，這樣的「文化偏至」的亂象，只能靠「神思一派」，破壞

的精神推動過去一切，再重建新秩序，這是為何在魯迅的作品中經常出現「荒原」

的意象。 

 

3.2 「荒原」的意識 

在前引述過魯迅的舊詩〈辛亥殘秋偶作〉中的首聯是「曾驚秋肅臨天下，敢

遣春温上筆端」，其中「秋肅」和「春温」的對比，在〈風箏〉中則變奏成「我」

在肅殺的冬天盼望着故鄉的春天的描述。將「秋肅」與「春温」變成外在和心理

上的相對格局並非魯迅首創，蘇軾詩〈送魯元翰少卿知衞州〉有句：「時於冰雪

中，笑語作春温。」而魯迅正式將兩概念相對起來則見於其早期以晦澀的文言寫

成的〈摩羅詩力說〉，文章如此起首： 

 

人有讀古國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於卷末，必淒以有所覺，如脫春

温而入於秋肅，勾萌絕朕，枯槁在前，吾無以名，姑謂之蕭條而止。蓋人文

之留遺後世者，最有力莫如心聲。古民神思，接天然之袜宮，冥契萬有，與

之靈會，道其能道，爰為詩歌。41
 

 

在舊詩中，魯迅所描述的是從「秋肅」到「春温」的小我盼望，而在〈摩羅詩力

說〉中，開宗明義便道出一個從「春温」而入「秋肅」的大我文明墜落的斷語。

魯迅認定「文化枯槁」的原委在於民族的詩力殆失，而體現詩力之關鍵在於他在

〈文化偏至論〉也提及的「神思」，此亦非魯迅首創，在《文心雕龍》中，「神思」 

                                                      
40

 Marshell Berman, All that Solid is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2, pp.24-29. 
41

 見《墳》，《魯迅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1989，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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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用以闡述想像力的由來與運作：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色之謂也。文之思也，

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咏之間，吐

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舒卷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為妙，神

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

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42
 

 

在〈摩羅詩力說〉中，魯迅將「神思」的昇華結果稱之為「詩歌」，乃令一個民

族免於陷入「秋肅」之力，但魯迅明顯並非服膺《文心雕龍》囿於一般人五感上

的提升，而是賦於「神思」以「反抗破壞」之力，故曰「摩羅詩派」—— 摩羅，

為梵文“Māra”之音譯，佛教用語上亦作「魔羅」，簡稱「魔」，相當於基督教的「魔

鬼撒旦」（Satan），另外「摩羅」也可意譯為「擾亂」、「破壞」等含意：「摩羅之

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歐人謂之撒但，人本以目裴倫（G.Byron）。今則舉一

切詩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悉入之，為傳其言

行思惟（維），流別影響，始宗主裴倫，終以摩迦（匈加利）文士。」43
 如果尼

采讀到中國「神思」的描劃，大概會認同那跟自己感應宇宙洪荒，遺忘記憶的雜

音、專注當下，致力創造意義的主張相近。由此觀之，魯迅寫作〈摩羅詩力說〉

和〈破惡聲論〉等包括「神思」概念的論說洪文時，特意放棄當時社會主流所提

倡的白話而用文言撰寫，看似是要回頭擁抱傳統之舉，但兩文都以晦澀的文言而

非白話寫成，其中又多湊合生字、僻字，如「摩羅」和其他許多西方詩人的譯名，

還包括許多復古字，彷彿是在抗衡白話文，是刻意以新鑄的古文來擺姿態。汪暉

認為魯迅的目標不是白話文，而是「以宋以前的古文對抗伴隨科舉的正規化而形

成的古文形態。文言不僅是士大夫階級的身份標誌，而且也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中

的繁文縟節的修辭表達，因此，回到更為純粹的古文形式也包含着對於宋代以降

                                                      
42

 陸侃如、羊世金：《文心雕龍譯註》（下），濟南：齊魯書社，1982，第 85 頁。 
43

 見《墳》，《魯迅全集》第 1 卷，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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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特殊階層及其政治文化的批判和否定。」44
 總括來說，這些「古文論文」

發揮着「散文詩」一樣的功能，既有顛覆解構，也有凝聚傳統形式的作用。所謂

散文的解構，不止限於個別作品上，而是回到整個傳統的原點上發揮「魔羅詩力」，

掃除無謂的枷鎖和負擔，讓精神可以回到洪荒宇宙的混沌境界，更易凝聚「神思」

成「詩」。這個過程之所以富現代性，在於它以破為立，讓詩人可以泯除所有規

限，專注當下，為時代開創如伯曼所云，可以涵納不同新意的「開放系統」，讓

人有機會感召他人擺脫身邊喧囂和惡聲，深切省思，細聽「心聲」，啟發「內曜」，

並進化成領導羣眾的精英。這一連串的連鎖反應正是一個社會是否具備現代性的

重要指標： 

 

本根剝喪，神氣旁皇，華國將自槁於子孫之攻伐，而舉天下無違言，

寂漠為政，天地閉矣。狂蠱中於人心，妄行者日昌熾，進毒操刀，若惟恐宗

邦之不蚤崩裂，而舉天下無違言，寂漠為政，天地閉矣。吾未絕大冀於方來，

則思聆知者之心聲而相觀其內曜。內曜者，破黮暗者也；心聲者，離偽詐者

也。人羣有是，乃如雷霆發於孟春，而百卉為之萌動，曙色東作，深夜逝矣。

惟此亦不大眾之祈，而屬望止一二士，立之為極，俾眾瞻觀，則人亦庶乎免

淪沒；望雖小陋，顧亦留獨弦於槁梧，仰孤星於秋昊也。使其無是，斯增欷

爾。45
 

 

魯迅認為「心聲」可讓人離開「詐偽」，而「內曜」則讓人革除內心的黑暗，就

是放下過去災勢的重負，清空心智來應對當下的生活。所謂「寂漠」就是人缺乏

「心聲」和「內曜」，又「寂漠」並不「寂靜」，相反是指一個擾攘、嘈雜的世界，

窒礙人聆聽「心聲」和觸發「內曜」，當「寂漠」的狀況出現成為普遍現象，那

宇宙便會消失：「寂漠為政，天地閉矣」，「寂漠」一詞，源自屈原的〈離騷‧遠

遊〉：「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屈原的「寂漠」真是「蕭條」、「無獸」

的寂靜狀態，魯迅挪用了屈原的理念，卻將之含意逆轉為外在足以遮蓋「心聲」

和「內曜」的「惡濁擾攘」： 

                                                      
44

 汪暉：〈聲之善惡：甚麼是啟蒙？〉，《汪暉讀魯迅》，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頁

17-18。 
45

 見《集外集拾遺補編》，《魯迅全集》第 8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1989，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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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惟聲發自心，朕歸於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羣之大覺近矣。

若其靡然合趣，萬喙同鳴，鳴又不揆諸心，僅從人而發若機栝；林籟也，

鳥聲也，惡濁擾攘，不若此也，此其增悲，蓋視寂漠且愈甚矣。而今之中

國，則正一寂漠境哉。46
 

 

魯迅如此逆轉屈原的「寂漠」意象當然並非單純為了展示創意，或為了創造現代

傳統，魯迅之所以作如此逆轉，皆因他需要「羣眾」，需要羣眾的「圍觀」來給

他劃出突顯「超人」地位的「寂漠」的邊界，因為有了羣眾便自然會出現喧囂，

也自然會摻雜「惡聲」。孫隆基在《未斷奶的民族》中這樣闡析魯迅的「曠野」

意象： 

 

在這個時期，魯迅文章中也出現曠野，乃超羣的大勇者的心境意象。

在〈復仇〉（1924）一文中，他描寫兩個比武者「祼羞全身，揑着利刃，對

立於廣漠的曠野之上」，他們周圍逐漸圍滿了把別人殺頭當娛樂看的中國羣

眾，但大勇者偏偏不表演給四周圍觀的人看，永遠不動地站在那裏，讓他

們喉舌乾燥，脖子也乏了；終至於面面相覷，慢慢走散；甚而至於居然覺

得乾枯而失了生趣；……」。於是只剩下廣漠的曠野，而他們倆不動地站在

其中。大勇者對庸眾進行了無血的大戮後，遂「永遠沉浸於生命的飛揚的

極致的大歡喜中」。47
 

 

〈復仇〉這一篇，在《野草》中是相當特異的篇章，首先是其題目本身就和羣眾

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作者在《野草》英譯本序中說：「因為憎惡社會上旁觀者

之多，作〈復仇〉第一篇。」又在 1934 年 5 月 16 日給鄭振鐸的信中寫道：「不

動筆誠然最好。我在《野草》中，曾記一男一女，持刀對立曠野中，無聊人競隨

而往，以為必有事件，慰其無聊，而二人從此毫無動作，以致無聊人仍然無聊，

至於老死，題曰〈復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過憤激之談，該二人或相愛，或

相殺，還是照所欲而行的為是。」48
 可見，所謂〈復仇〉就是〈破惡聲論〉所

                                                      
46

 見《集外集拾遺補編》，《魯迅全集》第 8 卷，頁 24。 
47

 孫隆基：〈從「幽閉恐懼症」到「廣場恐懼症」〉，《未斷奶的民族》，台北：巨流圖書公

司，1995，頁 166-167。 
48

 見〈復仇〉注釋，《野草》，香港：三聯書店，2000，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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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的「一二士」對「羣眾」的冷眼旁觀的行為作出「報復」。從〈摩羅詩力說〉

可知魯迅對尼采的學說相當趨鶩，他所謂的「一二士」很容易令人聯想到尼采所

云的「超人」概念。孫隆基也以「超人」來類比魯迅筆下從黑暗中掙脫出來的人，

但孫也指出根本的分別在於「超人」是對庸眾顯得漠不關心的，倒是庸眾對超人

會表現出「無能感與嫉妒感的憤恨」（ressentiment），但魯迅卻將「超人」和「羣

眾」的關係倒轉過來，表現得漠不關心的是「庸眾」，而怨恨、憤慨的則是那掙

脫束縛的「超人」，孫稱魯迅是「將尼采的超人論顛倒了用頭站立」，突顯「悲愴

的超人」（pathetic Superman）的身影。49
 這個形象不啻就是班雅明描劃的「歷

史天使」——面向過去時，他歸納出的唯一視點就是「災劫」，但當轉向未來的

羣眾時，如杜贊奇所指的「身份政治」，他會嘗試從中找着跟自己理念相同的「共

性」，並化合成推動民族進步的動力。所以詩中那兩個原始人的對峙，也不盡然

是消極的復仇，魯迅所謂的「復仇」其實包含呼喚跟從，會有志士從「庸眾」中

走出來，成為「一二士」的精英羣。由此觀之，〈復仇〉之一所懷之「鄉」，就是

那「過去與未來的門檻處境」，而「愁」的正是那「一二士」跟「羣眾」永遠對

峙下去，或者羣眾散去，沒有人認同「一二士」的感召。 

 

在〈摩羅詩力說〉中，魯迅乃以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開篇：「求

古源盡者求方來之泉，將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湧動淵深，其非

遠矣。」意思是人汲盡古泉源頭後，便要掘新泉，新泉將於地底深處湧流出來。

接着又說「尼佉（即「尼采」）不惡野人，謂中有新力，言亦確鑿不可移。蓋文

明之朕，國孕於蠻荒，野人狉獉其形，而隱曜即伏在內。」50
 意思是尼采不鄙

棄原始的蠻人，乃因他們擁有新生的力量。「新生的力量」就是深切反省並了解

自己的心聲，將心聲化為詩，從而喚醒民族自覺，並與世界接軌，拓闊知識視野，

這可說就是現代性中全球化發展方向的呼聲： 

                                                      
49

 孫隆基：〈從「幽閉恐懼症」到「廣場恐懼症」〉，《未斷奶的民族》，頁 167。 
50

 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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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絕迹，事若甚微，而蕭條之感，輒以來襲。意者欲揚宗邦之真大，首在

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自覺之聲發，每響必中於人心，清

晰昭明，不同凡響。非然者，口舌一結，眾語俱淪，沉默之來，倍於前此。

蓋魂意方夢，何能有言？即震於外緣，強自揚厲，不惟不大，徒增欷耳。故

曰國民精神發揚，與世界識見之廣博有所屬。51
 

 

引文中「蓋魂意方夢，何能有言？」一句中是在慨歎一個民族如果因逃避災劫而

躲入夢境中，還可以發出怎樣的聲音？就連喚醒民族自覺也難，又談甚麼「世界

識見」？也就是說這裏所指的夢，相當於魯迅那首〈夢〉的新詩中所描劃的「黑

夜處境」，等待着將一個個本來帶色彩的個人夢想統統抹上漆黑。在上文筆者已

闡釋過「個人夢想」的成分和運作，現在就來分析那「黑夜處境」中的「荒原意

識」。 

 

歷來分析〈復仇〉大多將焦點放在兩位赤身露體的原始野蠻人持杖對峙的片

段，對於之前的緣起描述裏藴含的象徵意義多有忽略。〈復仇〉的起首是對血管

的仔細描述：「人的皮膚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鮮紅的熱血，就循着那後面，在

比密密層層地爬在牆壁上的槐蠶更密的的血管裏奔裏奔流，散出温熱。」在魯迅

的作品中不時出現相當血腥的殺戮場面，其中小說〈藥〉可說是魯迅常用的「血」

為意象的原型範本，小說中華老栓大清晨赴刑場用饅頭去蘸染革命烈士夏瑜的血，

期望人血饅頭可治癒兒子小栓的病。「夏瑜」的名字脫胎自「秋瑾」，「瑜」和「瑾」

都是形容美玉，進而形容美德，可說是中華文化精華的集大成。相反，華老栓的

「栓」則是「栓塞」之意，是指血管受阻，不能正常流動，再加上「老」的形容

詞，更進一步強化其「思想頑固閉塞」的形象，無怪會相信「人血饅頭」可治病

的傳說。兩個角色所象徵的性格可說是南轅北轍，偏偏兩人姓氏合起來就是「華

夏」，魯迅筆下的「大我」正是包含了這兩種矛盾的特質：頑固、愚昧，佔大多

數的是「吃人」，反之開明、果敢，佔小數的則是「被吃」，這跟自然界食物鏈中

                                                      
51

 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 1 卷，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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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吃和獵食的比例剛好相反，愚昧的多數竟反過來成為「獵食者」，換句話說魯

迅所謂的「寂漠」中存在着一個「倒三角」食物鏈的狀況，所以它是充滿喧囂，

且都是庸昧的噪音，無助啟迪「心聲」和「內曜」。這可說就魯迅所創作以形容

當時中國社會狀況的「吃人文化」的內涵定義。 

 

〈復仇一〉首二段聚焦的「血」意象可以視之為生命的顯現，是覺醒的主體

性的反映，亦是「心聲」和「內曜」的載體，在接着兩個主體覺醒了的原始人赤

祼對峙，引來羣眾圍觀，只要兩人一出手，羣眾便有機會以「和為貴」為藉口將

兩人吃掉、消化，魯迅之所以名之為「復仇」，只因兩人一直沒有出手，一直顯

示着節制相容的意志，令庸眾得見「主體性」的光彩，讓他們受着心底升起的，

似曾相識的悵憾所煎熬。總的來說，只有羣眾的喧囂成不了「寂漠」，必須有覺

醒的「一二士」作對比參照方可。寂漠，就是包含上述種種矛盾的境況，也是之

前闡釋過的伯曼所云的「開放系統」—— 一個存在各種不確定性，可發酵出各

種可能性的狀態，亦是「現代鄉愁」的土壤。 

 

3.3 「倦行人」的心態 

〈復仇〉除了上面闡析的一篇外，《野草》中還有一篇〈復仇（其二）〉。大

多數評論都會着眼於兩篇作品的選材，多指後者選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故事，主要

用以暗喻那些背負獨特使命的「人之子」（如革命份子）總會遭到誣陷和虐殺，

卻鮮有評論就兩詩的連繫作聚焦分析。我認為兩詩最大的連繫就在「血」意象：

在第一首〈復仇〉，對血的描劃主要集中在首兩段，但在「其二」一開始便描劃

基督被釘，看得出作者是刻意迴避不去提「血」一字，直至全詩的收結才迫出這

樣的慨歎：「釘殺了『人之子』的人們的身上，比釘殺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

血腥。」在「其一」中，血是密封在血管內，但在「其二」，血是從「人之子」

的血管流出來，載着覺醒的「心聲」和「內曜」，詩不是直接寫「人之子」的血，



第三章 秋肅與春温 

 

 123 

而是羣眾手段「血腥」，看到這樣的收結時，我們彷彿又見到華老栓拿着饅頭要

來蘸點。總括而言，兩首〈復仇〉的關連在於魯迅其實是以「其二」反襯「其一」，

旨在突顯如果「其一」中的兩人沒有站出來「復仇」，還是一心跟羣眾混和，讓

自己的夢拼入黑夜的大夢境中，那麼結局就像耶穌一樣給羣眾釘死，個人全然犧

牲還是救贖不了羣眾，正如夏瑜的血始終救不了積弱已久的小栓一樣。「其二」

之所以名之為「復仇」，主要是因為它以「不復仇」來突顯「復仇」的義無反顧

和合乎情理。為了突顯此目的，〈復仇（其二）〉中的耶穌給營造成「倦行者」的

姿態。孫玉石如此定義「倦行人」：「不是游離於社會之外的多餘者或厭世人，而

是在內心深處非常關注社會現實與時代動向的清醒。」；52「中國現代派詩人羣

系，不願與污濁的社會現實同流，又未找到自我心靈皈依的主潮，傳統詩的聲音

與現代人的痛苦交響於心中，於是，漂泊的倦行的旅人的形象便大量出現於他們

的詩裏，構成了一個帶有現代性色彩的創作母題。」53
 如果說〈復仇（其二）〉

中的基督形象相當於〈藥〉裏的夏瑜，那麼兩個作品的結尾便可突顯出魯迅「倦

行人的心態」的波動。〈藥〉發表於 1919 年，而〈復仇（其二）〉則發表於 1924

年 12 月，魯迅為了不讓小說變得太灰、太絕望，所以在夏瑜的墳頭加了個花圈，

以示革命先鋒的血不會白流的寄望，其志還能得以繼承的希冀，但在〈復仇（其

二）〉則以「尤其血污、血腥」作結，語調決絕冷酷，也沒有「花圈」一類希望

的象徵出現，彷彿是歷史判決似的。基督被釘的故事本來就跟「救贖」的信息密

不可分，詩人要在此故事注入希望，可說是順勢為之，應較在夏瑜的墳頭加上花

圈要更來得輕易和直接，但魯迅就如此打住，沒有花神去「粉飾」自己的絕望意

緒。詩人內心充滿矛盾：本已陷入絕望，想就此躺下不起，讓四周黑暗消化，但

又顧念自己先鋒的身分不得不繼續下去。這樣的內心交煎的描述，在《野草》可

說俯拾即是，例如〈過客〉中有一段奇怪的對白，全篇是過客、老翁和女孩的對

話： 

                                                      
52

 孫玉石：《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218。 
53

 見孫玉石：《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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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是的，我只得走了。況且還有聲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喚我，

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腳早經走破了，有許多傷，流了許多血。（舉起

一足給老人看，）因此，我的血不夠了；我要喝此血。但血在那裏呢？可是

我也不願意喝無論誰的血。我只得喝些水，來補充我的血。一路上總有水，

我倒也並不感到甚麼不足。只是我的力氣太稀薄了，血裏面太多了水的緣故

罷。今天連一個小水窪也遇不到，也就是少走了路的緣故罷。54
 

 

從上面的一段話可見，魯迅對血的執迷再次閃現。血，一方面代表着夏瑜等一干

革命先鋒的犧牲，代表革命受着挫折，始終未能救回積弱的國家，是絕望心情的

投射；另一方面，又像耶穌的血一樣代表救贖，雖然慘烈，但為革命流的血愈多，

醒覺者也愈多，也自能喚醒更多人心。就是這樣的矛盾，令魯迅用了整整一大段

來描寫該「飲血」還是「飲水」。飲血，血從哪裏來？改為喝水可以嗎？還是讓

社會慢慢維新轉變，但那卻不能解燃眉之急。如此內心矛盾，漸漸變成不知如可

前進的倦行心態，彷彿四方八面都是密封令人窒息的大黑暗。 

 

魯迅在《兩地書》之四，給許廣平的信中道：「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

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所以很

多着偏激的聲音。其實這或者是年齡和經歷的關係，也許未必一定的確的，因為

我終於不能證實：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魯迅對於前景是傾向絕望一方，這

是他「倦」的來由，但他又覺得自己投身文字的初衷就是要喚醒國人的心靈，這

是他迫自己「前行」的理由，只是他還未找到足以抵禦黑夢主潮，所以獨自在黑

暗中摸黑前進，自然心生孤獨之感，所以魯迅的創作主調正是孫玉石所描述的現

代派詩人羣系的「帶有現代性色彩的創作母題」，而此母題的現代性正正就是魯

迅心底的矛盾，就像班雅明所描劃的「歷史天使」，究竟自己是否該帶着「倖存

者」的包袱生存下去？還是寄望面對未來時，終於能找着族羣共性，創造杜贊奇

所謂的「真實體制」，跟羣眾一起帶動時代前進？ 

                                                      
54

 見《野草》，香港：三聯書店，2000，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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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行者」的矛盾心態，在《野草》第二篇〈影的告別〉中可說是較為鮮明，

詩以一個相對奇特的想像開首：「人睡到不知道時候的時候，就會有影來告別，

說出那些話—— 」這正是小我不願融入大我的矛盾，接着全篇都是影向睡夢中

的人所說的話： 

 

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裏，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裏，我

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裏，我不願去。 

…… 

我不過是一個影，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裏了。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

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願彷徨於明暗之間，我不知道是黃昏還是黎明。我姑且舉灰

黑的手裝作喝乾一杯酒，我將在不知道時候的時候獨自遠行。55
 

 

告別的「影」活脫脫就跟班雅明「歷史天使」的形象一樣，都是活在過去和未來

的隙縫中：影說自己是處於「黃昏」和「黎明」的明暗之間，黑暗象徵的自是災

劫的過去，而光明當然是指「將來的黃金世界」，影明確指他不願意到地獄，又

不願到天堂，因它不欲重歷災劫，同時又不願意背負倖存者的重負活下去，那「隙

縫」就是魯迅所懷的一個「鄉」，只有在此鄉中，他才能得着充分的「平安」。在

〈文化偏至論〉中魯迅崇尚「獨立個人」的立場，他指十九世紀的西方文明重「物

質」與「眾數」，正正就是杜贊奇所謂的「真實體制」的特質；但如要回到過去

的「永恒體制」，災劫的痛苦同樣會令人失去獨立個性，如此的內心矛盾正是魯

迅「鄉愁」的「愁」之所在，亦是告別的影之「倦」的底因。 

 

4 壯美和優美的交織 

在《野草》還有一篇不能不提，原因這篇同時包含了「尋夢者形象」、「荒

意識」和「倦行人心態」，正如格式塔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ical）美學的名

言所云：「部分相加不等於全部」，所以這篇集三項特徵於一的作品—— 〈頹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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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野草》，香港：三聯書店，2000，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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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的顫動〉所突顯的壯美形象要比之前分析的各篇要豐富得多。〈頹〉乃以「我

夢見自己在做夢。」起始，「我」可說是困鎖在雙重夢境中，詩中包括了兩個夢

的片段，第一個是許多年前的一個飢餓的夜晚，一位年青母親，為了養育瘦弱的

兩歲女兒，只好忍受着巨大的屈辱而出賣自己的肉體，為求賺取一個小銀片來買

燒餅：「在破榻上，在初不相識的披毛的強悍的肉塊底下，有瘦弱渺小的身軀，

為飢餓，苦痛，驚異，羞辱，歡欣而顫動。弛緩，然而尚且豐腴的皮膚光潤了；

青白的兩頰泛出輕紅，如鉛上塗了胭脂水。」56
 如此慘況，令正在做夢的「我」

呻吟着醒來，但覺「離天明還遠」，便繼續去做「殘夢」。 

 

第二個夢的片段，跟第一個相隔一段日子，時間跳接，當初好不容易養活

的女兒已嫁人成家，成為片段中所寫的「年青夫妻」，他們有了自己的一羣小孩，

當初出賣肉體的母親成了垂老的女人—— 她非但沒有因含辛茹苦而得享反哺之

福，反而因其不光彩的過去而遭孩子鄙夷和詛咒，就連孫兒也以乾蘆葉當刀向她

喊殺。垂老的女人最後離家，逃避背後的「冷罵」與「毒笑」，也獨個兒在深夜

走進無邊的荒漠中： 

 

她在深夜中盡走，一直走到無邊的荒野；四面都是荒野，頭上只有高

天，並無蟲鳥飛過。她赤身露體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於一剎那間

照見過往的一切，飢餓，苦痛，驚異，羞辱，歡欣，於是發抖；害苦，委屈，

帶累，於是痙攣；殺，於是平靜。……又於一剎那間將一切併合：眷念與決

絕，愛撫與復仇，養育與殲除，祝福與咒詛……。她於是舉兩手盡量向天，

口唇間漏出人與獸的，非人間所有，所以無詞的言語。57
 

 

值得注意的是，每個進入荒野的人，都會變成赤身露體，都會像石像一樣一動也

不動，這代表着與荒野歸化為一的願望，也可以將人間世上的矛盾併合起來。統

合矛盾是現代性的特徵之一，但魯迅詩中所突顯的矛盾統合跟伯曼所強調的頗有

不同：伯曼所說的矛盾統合乃就社會上因宗教和政治權威而存在絕對偏向的狀況

                                                      
56

 見《野草》，香港：三聯書店，2000，頁 50。 
57

 見《野草》，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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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統合的方式就是粉碎這些權威造成的隔閡，好讓個人可以在多元價值抉擇

中彰顯主體性；但《野草》中所表現的矛盾較多是以個人與羣體之間的牽扯對壘

來突顯，所以魯迅的統合，並非為了粉碎權威，而是以精英的夢想喚醒沉睡於夢

魘中的羣族，共同推動社會發展。 

 

《野草》在結集後，確實也引來過一陣喧鬧，就像波特萊爾的《惡之華》一

樣，有激賞也有針砭，但隨時間的流逝，評價都傾向正面，關於此著作的研究則

多指《野草》是一部處理矛盾的作品。相當重視文學社會功能的馬克思主義學者

馮雪峰指魯迅有兩類作品：一類就是面向世界，處理社會鬥爭議題的，如《吶喊》、

《徬徨》、《華蓋集》便屬這一類；第二類則是面向內心，馮認為探討自己內心矛

盾的，《野草》屬於這一類，並帶點端正的語調指「《野草》更多表現了魯迅先生

的內心矛盾交戰和痛苦的叫聲，其中的思想就不能當作魯迅先生的社會思想的代

表來看，因為它表現很隱晦，同時作為思想的著作來看，在魯迅先生的著作裏面

也並不佔那麼重要的地位，並且其中好幾篇作品，無論在思想上在感情上都是個

人主義的，而且陰暗的，有虛無感的，悲觀而絕望的。」58
 馮頗有嫌棄的特質，

正正就是一位如魯迅這樣的劃時代作家所表現的現代性特質，可說沒有了《野草》

面向內心矛盾，這作家的創作生命便不算完整。馮的嫌棄在於他認為文學作品一

定要具社會性和富教育意藴，這正是囿限中國文學發展保守的政治意識形態。王

瑤作為《《野草》研究》作者孫玉石的老師，很早便正視《野草》所突顯的「矛

盾意緒」，他指這是由於魯迅自知一些想法過份悲觀，甚至「不健康」，所以故意

「以一種自我解剖和批判的態度去寫」59。王瑤更進一步指，《野草》中的矛盾，

並非單純的「希望與絕望」的拉鋸，而是「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的交煎，

所謂「人道主義」，在王的定義中正正就是「集體主義」，60
 正如筆者上面所析，

《野草》是精英的夢在進入羣族的黑夢的宿命中，努力抗衡不被完全同化的心理

                                                      
58

 馮雪峰：《雪峰文集》第 4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頁 140-141。 
59

 王瑤：《魯迅作品論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頁 136。 
60

 王瑤：《魯迅作品論集》，頁 12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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掙扎記錄。 

 

魯迅在寫作〈顫〉前兩星期曾寫信予許廣平表示：「我明知幾個人做事，真

出於『為天下』是很少的。但人於現狀，總該有點平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只

這一點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即使含些『利用』和私心也不妨，利用別人又給

別人做點事，說得好看一點，就是『互助』。但是，我總是『罪孽深重，禍延自

己』，每每終於發見純粹的利用，連『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後，只剩下耗了

氣力的自己一個。有時候，他還要反而罵你；不罵你，還要謝他的洪恩。我的時

常無聊，就是為此，是我還能將一切忘卻，休息一時之後，從新再來，即使明知

道後來的命運未必勝於過去。」61
 從這封信便會明白何以此篇會名之為〈頹敗

線的顫動〉，就是因內心還有着「命運未必勝於過去」也要做的勇氣，才稱之為

「頹敗線」，現在連此戰線也顫動起來，便清楚地突顯出其倦行人的心態，將「垂

老的女人」石化，便是期望自己變得麻木，忘掉所有痛苦。「倦行人」和「尋夢

者」的身份本身就是矛盾的對照，前者是因痛苦而停滯，後者是受美好願景吸引

而前進，在〈頹〉中，痛苦的感覺太強，令作者自己相信本來的「美夢」已變成

了「夢魘」：「我夢魘了，自己卻知道是因為將手擱在胸脯上了的緣故；我夢中還

用盡平生之力，要將這十分沉重的手移開」62
 這樣將個人的美夢變成夢魘，使

自己進入四周黑夢中不覺痛苦，不就是跟走入荒原變成石像一樣嗎？這種個人和

羣體相容相斥的矛盾，正是「歷史天使」的寫照，可說是現代性最富代表性的畫

面，而魯迅可說是將這種主體和羣族的拉扯關係表現得最激烈的中國作家。 

 

〈頹敗線的顫動〉是「尋夢者形象」，加上「荒原意識」，再加上「倦行人心

態」所表現的除了「現代派詩人代表羣像」外，還給整部《野草》罩上了「壯美」

的美學觀。「壯美」這詞乃來自王國維的著名論文〈《紅樓夢》評論〉（1904 年），

                                                      
61

 見《兩地書》之二十九。 
62

 魯迅：〈頹敗線的顫動〉，《野草》，香港：三聯書店，2000，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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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引用了亞里士多德的悲劇理論指出悲劇的壯美美學，可使觀者蕩滌抑鬱情緒，

並使之昇華成正面力量。「壯美」與「優美」相對，王國維認為後者乃啟導人審

美的娛樂性，讓人浸淫在美好之願景中，因為舒泰而少生利慾之念；前者則有較

強的「壓頂」的威力，讓人從凡俗事務超拔開來，專注對應災劫，王國維如此描

寫壯美：「若此物大不利於吾人，而吾人生生活之意志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

而知力將為獨立作用，一深觀其物，吾人謂此物曰：壯美，而謂其感情曰壯美之

情」63
 王認為《紅樓夢》的悲傷結局和死亡情節打破了中國傳統戲劇中大團圓

的慣常設定令人偏離現實，成為國人躲避生活的精神避難所，卻令人遠離現實，

墜入所謂的「團圓迷信」中。此概念來自胡適於《新青年》1918 年第四號的「戲

劇改良專號」中發表的〈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他指這種迷信，是「中國

人思想薄弱的鐵證」，是不願去尋思反省悲劇的成因和背後所反映的壓抑情緒。64
 

故此該引入西方悲劇的觀念，讓戲劇跟現實的生活不會出現矛盾。 

 

 胡適所言將悲劇注入當時中國時局的主張，有點像打嗎啡止痛的善終輔導， 

讓國民不會因幻象泯滅而過份心碎，可以接受自己真的大限將至，復以平靜的心

態去接受當前的苦難。王國維的壯美之說既是脫胎自西方悲劇，那麼其所謂的「壯

美」也合該包含西方悲劇的「昇華」力量。胡提倡時主要將「壯美」視為改造社

會狀況的折衷方案，對其「昇華力量」的促進和經營沒有多少探掘。在西方「昇

華」力量都是「詩」的範疇，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詩學》（Ars Poetica）

中有不少章節都有論及「悲劇」，如果悲劇是人世歷煉的展示，那麼詩便是將其

中觸發出來的反思提升至精神文化的領域，進而拓展至對觀眾的薰染。在《詩學》

第六章中，亞氏如此描述悲劇的影響：「時而引起哀憐與恐懼之緒，從而使其這

種情緒得到發散。」65
 發散，希臘文為“katharsis”，英譯通常譯為“catharsis”或

                                                      
63

 王國維：《王國維文學美好論文集》，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頁 4。 
64

 見陳獨秀（原刊主撰），楊宏峰（本版主編）：《新青年》簡體典藏全本，第五卷（第一至

六號），北京：寧夏人民出版社，2011，頁 247-254。 
65

 亞里士多德著，姚一葦譯注：《詩學箋注》，台北：中華書店，1966，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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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gation”（即「淨化」之意思）。66
 姚一葦對何解譯為「發散」，有相當詳盡的

註解，他歸納此詞語在希臘病理、宗教、音樂、心理等文本中的含意，而作此譯

法，其中音樂方面的引例為亞氏自己在另一處的用法，故認為較近似這裏論及悲

劇所達至的功用，就是令情緒獲得「發散」，使人恢復平靜。67
 而姚在註釋《詩

學》第十四章所談及的悲劇情節時，再次用上「發散」一詞來作闡釋。在這一章

中亞氏指出悲劇事件有普遍性，帶出人類命運的共有遭遇，讓觀眾看清人性的弱

點，領悟自身的困境相較起來相當微末和瑣屑，心中悒鬱遂得以紓解： 

 

亞氏的悲劇的快感原理係建立於此一發散作用的基礎上，故悲劇係將

痛感轉化為快感。蓋悲劇所顯示的為真實的人生的痛苦，然而此種痛苦與個

人的痛苦有所不同；個人的痛苦係約束於個人的狹隘的生活圈子裏，自純自

我的利益出發；而悲劇所顯示的痛苦則遠為普遍而深邃，遠為崇高；於是自

自我出發的一些卑微的個人的痛苦便被擠迫出來，獲得被洗滌後或發散後的

歡樂。故所謂發散作用實為情緒上的一件昇華作用。悲劇在此係化痛苦為歡

樂，化醜為美，是藝術家的最大的魔力的表現。68
 

 

姑勿論在希臘文中，「發散」是否在詞義演進中涵蓋了「昇華」的含意，但觀乎

上面的闡釋便會發覺「發散」和「昇華」之間存在一些過渡的心理反應。如果說

「發散」是觀眾受震憾和感動後，進而內化、沉澱，並演繹為感悟的心理變化，

可說是個從「詩的凝聚」到「散文的解構」的過程；而「昇華」就是「散文」解

構出來的信息轉化為「詩」一樣的感染力表現出去，再去引發他人的感通。只是

亞氏的《詩學》對這個過程沒有很詳盡的鋪述和闡釋。十七世紀的愛爾蘭政治哲

學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便在《詩學》的基礎上，對這個

「發散」和「昇華」的過程作了頗多拓展和探究，並寫成了《論崇高與美麗概念

起源的哲學探究》（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此書可說是伯克眾多著作中影響最深遠的一部，它對後

來康德（Immanuel Kant）發展的關於「崇高」的理念也不無啟發。單看書名，

                                                      
66

 見 S.H. Butcher, Poetics, 4
th 

edition, London, 1911. 
67

 亞里士多德著，姚一葦譯注：《詩學箋注》，頁 70-75。 
68

 亞里士多德著，姚一葦譯注：《詩學箋注》，台北：中華書店，1966，頁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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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會以為伯克是強調「崇高」和「美麗」地位相等，兩者之間存在協同效

應，可以相互促進，但事實是伯克乃重崇高而輕美麗。 

 

 伯克所謂的「崇高」，其定義類近王國維的「壯美」，而伯克則更詳細闡明「壯

之為美」的發酵過程：他指危機會令人專注應對而感覺平和，正是所謂的「恐懼

中的喜樂」（delightful horror），伯克譽之為自我保護機制中的最高階意緒，也可

稱之為「驚愕」（astonishment）。一般讀者或許會把焦點集中在此最後的層階，

強調那是達至崇高境界的關卡，很易忽略伯克特別記下的三個發展層階：敬畏

（awe）、崇敬（reverence）和尊重（respect）69，從此三個步驟，我們可見到人

逐漸克服了恐懼，主體性亦一層比一層堅實，跟所懼之對象的相對位置，也從仰

望變成對望，也就是說所謂的「驚愕」不再是仗着恐懼而言，而是着眼於自己主

體性能否在平和中獲得提升，整個過程相當於「散文」解構效能，簡單來說，就

是強調以理性分析感覺。如果悲劇的震憾非來自文學作品，而是真實處境，那麼

以此方式昇華情緒，消弭逆境的脅迫，也是現代性的一種體現，因只有當知識份

子首先勇於面對社會悲劇，並先穩定心神，強化主體意志，才可帶動社會復原。 

 

 伯克之所以「輕美麗」，乃在於在他眼中美麗相較於崇高都傾向細緻、瑣碎，

是源自「愉悅」（pleasure），而「崇高」則相反乃源自痛苦（pain）。伯克書中第

三部分的最後一節（第 XXVII 節）的標題為「崇高與美麗的比較」（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Compared），而他在此節強調的「黑白」不能混淆—— 「黑」明顯

指涉「崇高」之源的「悲愴」，而「白」就是代表「美麗」之源的「愉悅」，而在

書中第四部分，伯克特備三節論及「漆黑」（blackness），兩節論及「黑暗」（darkness），

兩者是滋長「崇高」的土壤，而「漆黑」則是「黑暗」的部分。全書最後一章，

則嘗試闡析「詩」的感染力的構成成分，闡明如何將意念（Idea）轉化成富感染

                                                      
69

 Edmund Burke, ed. by James T. Boulton, Part IV, Section VII,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Britain: Page Bros. (Norwich) Ltd., 1969, p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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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詩，也就是先前所說的，由「散文」到「詩」的昇華歷程。由此推想，描寫

黑暗和漆黑處境的詩作可以讓讀者滋長出「崇高感」，反之側重精緻主題和精雕

技法則可說是「優美」作品的特色。 

 

 「抵禦黑暗」可說是魯迅作品的一貫調子。不單是《野草》，在其他的雜文、

小說亦然，如上所析，魯迅的作品跟伯克所倡的三個層階的主體情結變化頗有雷

同，從〈死火〉之「懷夢」進入「黑夜大夢」所表現的「敬畏」；及至〈復仇其

一〉作者的「戒畏之心」已消減，甚至會以原始人的對峙來向吞噬個人夢想的羣

眾施以報復，但那報復畢竟是消極的，欠缺主導性，這顯示作者對羣眾還是有期

待的，依然心懷「崇敬」；及至〈過客〉中所突顯的對平靜的渴求，作者似乎有

意塑造出一個「倦行者」的形象來表現一個雙向的「尊重」：一是個人對羣眾作

為「黑暗載體」特質的「尊重」，不再勉強羣體去依自己意願改變，因那亦是集

體意志的選擇；二是羣眾對倦行主體所萌生的對「戰士」的尊敬，這從文中的「老

翁」和「女孩」對「過客」的款待可以感受得到。雖云伯克好像「重崇高」之作

而「輕美麗」之作，但像魯迅如此大部分作品調子都是「跟黑暗戰鬥」，也可能

令讀者心生蘇珊‧桑塔所言的「旁觀他人痛苦」的麻木，反而徐志摩的詩，一向

予人優美婉約之形象，其多首為人傳頌之作如〈再別康橋〉、〈偶然〉、〈雪花的快

樂〉，均屬輕靈逸美之詩風。論者似乎都將其藝術上的創作成就堆在這些作品上。

事實上，徐的這些作品在當時給視為國難當前的處境中風花說月之作。朱自清在

《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中的導言，也將評價的焦點放在徐的愛情詩上，而且

語氣不無針砭，這在一向處事小心的朱自清來說可說是蠻罕見：「他（徐志摩）

的情詩，為愛情而詠愛情：不一定是現實生活的表現，只是想像着自己保舉自己

作情人，如西方詩家一樣。但這完全是新東西，歷史的根基太淺，成就自然不

大—— 一般讀者看起來也不容易順眼。」70
 朱之所以覺得徐浪漫逸美的情詩「不

順眼」的理據大概跟魯迅之罵林語堂國難當前，實不應談幽默如出一轍。魯迅在

                                                      
70

 朱自清：導言，《中國新學大系‧詩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35，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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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天生蠻性〉中如此點評世道：「一為『浙江人』所不懂辜鴻銘先生贊小腳；

鄭孝胥先生講王道；林語堂先生談性靈。」71
 將林語堂跟贊成婦女纏足的辜跟

協助成立偽滿洲國的鄭相提並論，足見當時人對於在戰爭陰霾中談小情小趣，都

會視為不道德的逃避，其實無論是「崇高」還是「美麗」的作品，都是為了提升

人的「性靈」，這可說是強調「個人主義」的現代性的一個變奏，當許多着重「性

靈培養」的個體集結一起，便形成看重「精神文明」的社會氛圍，於是這也成為

了現代性的一個表徵；只是在五四時期，由於國難當前，社會的知識份子普遍認

為經歷苦痛洗禮，才算得上是達至昇華性靈的「恰宜」途徑。「崇高」和「美麗」

似乎成了不相容的矛盾，如何調和兩者，誠然亦是詩人為民族、社會締造現代性

的使命，皆因一個國家 / 民族實不可能長期處於水深火熱，反過來想，當現代

人民生活趨於安穩，難道就產不了「崇高」的作品？事實上，雖然伯克指「崇高」

源自恐懼和痛苦，但那不一定是飢荒、戰禍、天災等令整個社羣受影響之事，他

指所謂「崇高」的昇華就是要使人謙遜去執行人的使命；而人的一大使命就是「抵

抗不公義」（“struggle against injustice”）72，並秉持過去社會好不容易爭取得來

的公義使之內化到自己傳統精神文化的基因，藉此感染其他人去抵禦黑暗或漆黑，

共同創造更美好的前景。73
 

 

 徐志摩的部分詩作確實予人甜美、精緻的感覺，按伯克的標準，可能談不上

是昇華至「崇高」層次之作，但論者也忽略了徐其實有不少作品，有相當明顯的

抵禦黑暗，內化公義價值，以強化民族傳統精神文化的意圖，其中尤以他的散文

詩最為人忽略，歷來也鮮有人談及這批散文詩在徐創作生涯中的階段意義，和其

所突顯的現代性。 

 

                                                      
71

 見《魯迅全集‧集外集補遺》，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頁 388。 
72

 Edmund Burke, ed. by James T. Boulton, Part I,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Britain: Page Bros. (Norwich) Ltd., 1969, pp. 113. 
73

 Stephen K. White, Edmund Burke: Modernity ,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 

1994, p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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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國現代文學的遺珠—— 徐志摩的散文詩 

 徐志摩的散文詩，在他的作品中可說是獨樹一幟的，而且有着劃時代的意

義——這是由於徐的第一首散文詩〈泰山日出〉乃寫於 1923 年，乃為了預告印

度詩人泰戈爾於 1924 年訪華而作，而泰戈爾本身帶着強烈的文化主張，此行正

是為了宣揚自己的理想。本來一位諾貝爾獎詩人來訪問，在今天看來，是普通不

過的交流，但在當時竟激起了中國知識界的強烈反響，甚至令老詩人不得不提早

結束行程返國，足見此行是觸動中國知識份子的神經，有關此行的研究至今還在

繼續，將近一世紀以後，甚至有研究泰戈爾此行所突顯的「現代性」。74
 在西方

政治霸權主導的「普世現代性」（universal modernity）中，各個民族如何保有自

己的傳統精神文明特徵，泰戈爾認為印度文化透過佛教傳播而對其他亞洲國家造

成深遠影響，令亞洲得以擁有抵禦西方側重工具理性的文化侵略，甚至反過來拯

救深陷於物慾橫流的西方文明。75
 也就是說，泰戈爾是主張各民族以縱向對傳

統文化的重新發掘，締造「現代傳統」，有論者將此重新發掘過程稱為「多重現

代性」 （plural modernities），以突顯與版圖上作橫向拓展的西方文明的抗衡。76
 

「普世現代性」和「多重現代性」之間存在着一種矛盾的張力，除了是發展方向

上的差異，還在於前者側重萃取歸納，而後者則較傾向演繹、辯證。這張力的平

衡可說正是一個民族完整現代性的彰顯，就是一個民族如何在「普世現代性」的

主流中，獲得發展的方向，並轉而努力推動自身的文化作多元變異，以求可以嵌

入世界主流中去。對於這兩種現代性的矛盾張力，泰戈爾來華時的一篇演辭可說

是最佳闡述： 

 

純粹的肉體支配是機械的，而現代的機器只不過是我們軀體的擴張，是

我們手腳的延長和增加。現在的孩子對於這種代表異常物質力量的巨大身軀

感到沾沾自喜，說「讓我擁有這個大玩具，不要受任何情感的打攪。」他並

                                                      
74

 見黃威霖：《文明差異與現代性——泰戈爾的政治理想及其對中國文明的期盼》，台北：國

立台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11。 
75

 黃威霖：《文明差異與現代性——泰戈爾的政治理想及其對中國文明的期盼》，頁 7-11。 
76

 Alastair Bonnett, “Occidentalism and Plural modernities: on how Fukuzawa and Tagore invented 

the West.” Society and Space. Vol. 23 #4 (2005), pp.50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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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認識到，這樣一來，我們就退回到洪荒年代去了。那時，巨大的身軀備受

鍾愛，內在精神的自由卻沒有地位。…… 

物質至上的觀點已經非常陳舊。人類精神的顯現則是真正現代的：我站

在人類精神一邊，因為我是現代的。我已經講過我是如何降生在一個具有反

叛精神的家庭的，我的家庭相信內心理想是崇高的。如果你們要反對我，你

們就反對吧。但我有權利進行革命：把精神自由的旗幟插上你們的神殿。你

們的神祇，無非是物質力量和物質積累。77
 

 

對泰戈爾來說，現代性是一個族羣擁有珍視自己內在精神文明的覺醒，這份覺醒

還包括如果外在物質文明的威脅會損害到精神文明時，該羣族會有不惜發動革命

來抵禦和保衞的決心和勇氣。 

 

5.1 泰戈爾來華與徐志摩的散文詩 

徐志摩的散文詩不多，還不足十首，故歷來不太受評論家注意，鮮有論及，

但這些散文詩的風格跟徐一般為朱自清等同代文人熟悉和間有針砭的唯美浪漫

的抒情詩有很大差異。相較而言，這批散文詩較為「暗黑」，可說是伯克所言的，

通過抵禦和驅散「黑暗」來締造「崇高」。而徐之所以會轉向創作散文詩，大概

和泰戈爾不無干係，眾所周知，泰戈爾自 1912 年開始致力創作散文詩，起初是

為了將自己的幾部孟加拉文詩集譯成英文的《吉檀迦利》。據泰戈爾所言，是為

了保持「情韻」，所以不得不捨棄束縛的格律而譯成散文，卻變成了散文詩。及

後泰在第二部散文詩集《再次集》的序言中指散文詩僅僅打破「嚴格的格律是遠

遠不夠的，只有把詩的語言和表現手法的那種華麗而羞澀的面紗揭去，在散文的

自由天地裏，行文才得以自然。我相信，借助無羈勒的散文風格，可以大大擴張

詩權限。」78
 徐志摩在論波特萊爾的散文詩時，指這種文體可以帶來「性靈的

抒情的動蕩，沉思的紆徊的輪廓，以及天良的俄然的激發」79
 可以看得出徐所

                                                      
77

 沈益洪編：《泰戈爾談中國》，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1，頁 7-8。 
78

 〈《再次集》序言〉，轉引自《泰戈爾散文詩全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0，頁 9。 
79

 徐志摩：〈波特萊爾的散文詩〉，原載 1929 年 12 月 10 日《新月》第 2 卷，第 10 期，頁 22-25。

後收《徐志摩詩全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頁 570。徐指這話是波特萊爾自述散

文詩所達至的「奇跡」，但並沒有注明出處，即使是波特萊爾的話，也該是徐將之翻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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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的散文詩的功能和效果跟泰戈爾所說的近似，就是以散文的「發散」功能，

釋放潛在於人心底和民族文化基因中的性靈本性，帶出詩一樣的感染力，啟導他

人抵禦「黑暗」—— 這亦跟泰戈爾訪華期間反復宣揚的信息如出一轍。 

 

泰戈爾來華期間曾經對不同的對象發表過許多不同的演說，其中可能深度不

同，舉證不同，但都可歸入一個簡單論點：復甦東方的精神，尋回民族的自我，

以抵禦西方物質文明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這大概就是徐第一首散文詩之所以不斷

強調「東方」嶄露日光的寄寓： 

 

巨人的手，指向着東方—— 

東方有的，在展露的，是甚麼？ 

大普照的光明——出現了，到了，在這裏了……80
 

 

誠然，日出光芒最大的功能是驅散漆黑，亦是「巨人」（即泰戈爾）出現的重大

意義，就是使「東方復活」： 

 

再看東方——海力士已經掃蕩了他的阻礙，雀屏似的金霞，從無垠的肩

上產生，展開在大地的邊沿。起……起……用力，用力，純焰的圓顱，一探

再探的躍出了地平，翻登了雲背，臨照在天空…… 

 

歌唱呀，讚美呀，這是東方之復活，這是光明的勝利……81
 

 

如果「東方」是指涉東方的精神文明，那麼詩中所要驅散的「黑暗」，便是西方

所繫之「普世現代性」的負面影響。正如伯克所言，「崇高」也可以藉抵禦「不

公義」和「不合理」之事帶來的「黑暗」來成就。誠然，在當時一面倒強調「西

學為用」和「工具理性」的時代氛圍來看，中國知識份子聽得進耳，並非一朝之

事，甚至有人對泰戈爾來華極盡針砭，例如陳獨秀便斥泰戈爾是「妖言惑眾」，

指當時中國處於物質匱乏的年代，猶未趕上西方科學之水平，實不應妄言勸年輕

                                                      
80

 見《徐志摩詩全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頁 109。 
81

 見《徐志摩詩全篇》，頁 109。 



第三章 秋肅與春温 

 

 137 

人走回頭路：「泰戈爾若再要加緊提倡（輕物質而重心靈的主張），只有廢去很少

的輪船鐵路，大家仍舊乘坐獨木舟與輪車；只有廢去幾處小規模的機器印刷所，

改用木板或竹筒。」82
 事實上，泰戈爾來華在多次演說也肯定了西方文明所帶

來的啟導作用，他只是強調不須完全撇棄自己的傳統文化：「我們接受西方人的

才智，我們必須認可他們巨大的才智和優勢。但是，如若我們忘記自己的道德智

慧，這無疑是一種墜落，無疑是對祖先的一種羞辱，因為這筆財富，遠比創造出

無數物質成就的制度都更有價值。」83
 總的來說，泰戈爾來華就是帶出東方文

明和西方文明都有其一體兩面，過分傾向一種文明的某方面的價值，都不會為民

族帶來全面的革新。與其說泰戈爾來華是為了揭櫫東西文化的矛盾，不如說泰是

意圖令人及早在矛盾大爆發前消弭張力，使之變成可以相互補足推動的對應特質，

將文明的危機化為長足發展和淋漓發揮的機遇。對於這樣為社會締造現代性的過

程，季羨林的總結可說正中肯綮： 

 

我們都知道，泰戈爾在很多地方是把東方和西方對立起來的。他認為東方是

精神文明，而西方是物質文明；東方是人道的，而西方是科學的；東方的目

的在生長，而西方的目的在獲得，拼命爭取力量，不尊重美與真；東方的基

礎是社會，國家可以滅亡，社會仍會存在，而西方的基礎是國家，國家就是

一切，所有問題都由國家來解決；東方是集體享受，個人工作，而西方是個

人享受，集體工作；東方異中求同，在錯綜複雜中建立協調，而西方只講行

動，講速度，不講和諧、協調和韻律，等等。東方和西方應該互相補充：東

方有停滯的危險，應該用西方的行動來加以鼓舞；西方橫衝直撞，有毁滅的

危險，應該用東方寧靜的智慧來加以穩定。84
 

 

徐在〈泰山日出〉中表現了對東方精神文明的嚮往和肯定，可說是在當時傾側向

西方文明價值觀的主流思想中所突顯的「獨立思考」的行徑，詩人在開首寫道：

「我們初起時，天還暗沉沉的西方是一片鐵毒，東方些微有些白意，宇宙只是——

                                                      
82

 陳獨秀：〈泰戈爾與東方文化〉，原載《中國青年》第 27 期，1924 年 4 月 18 日（以實庵之

名發表），後載沈益洪編：《泰戈爾談中國》，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1，頁 163。 
83

 見泰戈爾演辭記錄〈與主人的談話〉，載沈益洪編：《泰戈爾談中國》，杭州：浙江文藝出

版社，2001，頁 29-30。 
84

 季羨林：〈泰戈爾與中國〉，載沈益洪編：《泰戈爾談中國》，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1，

頁 23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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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舊詞形容—— 一體莽莽蒼蒼的。」清楚地標明了東、西方起步時間不同，

詩人指出當西方還處於文明的「黑鐵時代」，東方古文明已嶄露光芒，所以實不

應對東方的精神文明妄自菲薄。先不論詩人是否有意顛覆當時重西輕中的社會主

流，但很明顯詩人擁有了辨別文明差異的概念，只有能夠像泰戈爾和季羨林那樣

認知兩種文明各自的特色，才能予以融合，讓東方的光芒「普徹了四方八隅」，

這種對不同文明特質的醒悟，期待能消弭矛盾，達至相互補足的設願，其實可理

解為尋求「普世現代性」和「多元現代性」共生關係的殷切冀盼和呼籲。 

 

 泰戈爾來華，本來目光較集中在「優美」層次的徐志摩開始放眼較宏觀的層

面，令徐變成相當於班雅明所描述的「歷史天使」，西方文明之重物質與羣眾就

是杜贊奇所謂的「真實體制」的特質，但與此同時，泰戈爾的東方精神文化的提

倡，又令面向未來的「歷史天使」轉過臉來重新正面「永恒體制」中的傳統文化

精髓。處於「過去與未來的門檻」，詩人內心少不免因矛盾而躊躇掙扎，從《野

草》看來，魯迅似乎是較傾向思考那從過去歸納出來的災難陰暗的底因和消弭方

法，所以作品顯得「壯美」，而徐志摩則似乎傾向面對那未來一面的繁富，充滿

生活上的小情小趣，所以徐的不少作品都予人「優美」婉約之風，泰戈爾的來華，

讓本來躲進「優美」文風中的徐志摩，竟然感覺到那從「過去」吹出了凜然的「進

步的風暴」，而在此「懷鄉的原點」上，徐志摩的現代鄉愁就是如何消弭這現代

性帶來的「進步風暴」—— 嘗試散文詩的創作似乎就是徐化解風暴的對策。 

 

5.2 從「抵禦黑暗」到「懺悔沉澱」 

 魯迅《野草》中所描劃的對黑暗的抵禦，是「悲壯」的，大多是通過「悲劇

角色」的際遇帶動作品的昇華力量，發揮淨化的效果。相較起來，徐的散文詩的

悲壯可說遠遜於《野草》，這由於〈泰山日出〉的「崇高感」，如伯克所言乃源自

於其對「黑暗抵禦」，由於是「象徵性」，而非通過描劃悲劇人物來成就，所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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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崇高感」並不及魯迅的《野草》，卻較徐自己其他精緻優美的情詩為高，

可說是徐詩作中的突破。接着我們可以看看〈泰山日出〉中，詩人面對漆黑的心

態，如伯克所言，乃傾向「黑暗抵禦」的最初階段，就是仍抱着「敬畏」的心，

藉此拔高驅散黑暗的「巨人」的偉大。〈泰山日出〉發表於 1923 年 9 月，85
 而

在同年 11 月的另一篇散文詩〈常州天寧寺聞禮懺聲〉所呈現的對「黑暗」的心

態已相當不同。86
 在〈常〉中，「黑暗」成了沉澱和滴漏思緒的淨化器，讓詩人

獲得寧謐的反思氛圍，藉以回應詩題上的「禮懺聲」： 

 

有如在一個荒涼的山谷裏，大膽的黃昏星，獨自臨照着陽光死去了的宇宙，

野草與野樹默默的祈禱着，聽一個瞎子，手扶着一個幼童，鐺的一響算命

鑼，在這黑沉沉的世界裏回響着；87
 

  

詩人對「黑暗」的態度已從〈泰山日出〉的敬畏變成「崇敬」和「尊重」，為詩

人帶來沉澱的空間；最終在心靈中締造寧謐： 

 

這一聲佛號，一聲鐘，一聲鼓，一聲木魚，一聲磬，諧音盤礡在宇宙間 —— 

解開一小顆時間的埃塵，收束了無量數世紀的因果； 

…… 

 

大圓覺底裏流出的歡喜，在偉大的，莊嚴的，寂滅的，無疆的，和諧的靜定

中實現了！ 

 

頌美呀，湼槃！讚美呀，湼槃！88
 

 

須知伯克乃十八世紀的一位美學哲學家，乃活於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巨大震盪之

中，他在許多著作中都對法國大革命有很深入的反思，但事實上人是不能永遠活

在災難的恐懼和悲愴中，所以他提出昇華的途徑大概就是要啟導人去走出災難的

                                                      
85

 〈泰山日出〉發表於 1923 年 9 月的《小說月報》第 14 卷第 9 期的「泰戈爾專號」。 
86

 〈常州天寧寺聞禮懺聲〉寫於 1923 年 10 月 26 日，發表於 1923 年 11 月 11 日《晨報‧文學旬

刊》第 11 號，後編入《志摩的詩》。此詩跟〈泰山日出〉寫作日期相當接近，其對漆黑的

情感投射卻相當不同。 
87

 見《徐志摩詩全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 年，頁 117。 
88

 見《徐志摩詩全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 年，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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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霾，這跟當時的中國國運非常相似，知識份子要做的不是將自己和同胞留在恐

懼的陰霾中，而是嘗試通過締造「崇高感」將倖存者的悲愴昇華至可以重新體味

生活中的「優美」事物。 

 

 「壯美」和「優美」在性質上可說是矛盾，與此同時又可視之為一個昇華進

程的關係。魯迅的作品的品位可能偏向「壯美」一端的昇華力量，但卻未能為人

帶來希望和平靜，懂得欣賞讚頌身邊美好，重拾生活動力，這大概就是泰戈爾所

強調的東方傳統精神文明的精粹。總的來說，從「崇高」到「優美」，我們可看

作是中國詩人達至「多元現代性」的過程，而徐志摩的散文詩，在他短短的寫作

生涯中，就是通過「黑暗抵禦」的描劃而達至昇華的效果，從而跟他以後的「優

美」詩作完美接軌，令徐志摩的創作變得更立體和多元，也是尋覓「多元現代性」

的心路歷程。 

 

5.3 徐志摩的散文組詩：〈毒藥〉、〈白旗〉和〈嬰兒〉 

 〈常州天寧寺聞禮懺聲〉收入《志摩的詩》中，是最末數起第四首，而最末

的三首就是徐著名的一組三首的散文詩代表作：〈毒藥〉、〈白旗〉和〈嬰兒〉。這

三首詩在初發表於《晨報文學旬刊》第 49 號時冠以一個總題：「一首不成形的咒

詛的懺悔的想望的」，我們不難想詩題最後三個形容詞分別指涉組詩中的三篇詩

作，也就是說「咒詛的〈毒藥〉」、「懺悔的〈白旗〉」和「想望的〈嬰兒〉」，這其

實已為解讀這組詩下了註腳，但「總題」卻在入集時給刪掉。總題中「不成形的

詩」亦是值得注意的關鍵詞，因這表示這組「散文詩」是處於發展階段，或者說

「不成形」是由「散文」的解構力量和「詩」的凝聚力量在相互角力着，使其含

藴不斷在演化，這種「不確定性」其實也是「現代性」的一種表現狀態，也就是

從「壯美」過渡至「優美」的曖昧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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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不確定性」的迷糊心境，在徐的另一首散文詩〈一封信——給抱怨生

活干燥的朋友〉中有更確鑿的表現。這首散文詩發表於 1923 年 3 月 10 日的《小

說月報》（第 25 卷第 3 期），即在〈常〉一詩之後，但在「不成形」的組詩前（原

載 1924 年 10 月 5 日《晨報‧文學旬刊》第 49 號），應寫於 1924 年 9 月左右。

詩的副題「給抱怨生活干燥的朋友」，其實已標示了朋友是處於挨近「優美」一

端，意圖在生活細瑣中尋找美好意義，孰料這樣的探詢卻使詩人陷入一種五內交

煎的混沌狀態：「看你的信，像是看古代的殘碑，表面是模糊的，意致卻是深徹

的。」89
 這個迷糊的狀態同樣包括一種「抵禦黑夜」的「崇高感」的追尋： 

 

又像是我在這重山腳下半夜夢醒時，聽見松林裏夜鶯的 Soprano，可憐

的遭人厭毁的鳥，他雖則沒有子規那樣天賦的妙舌，但我卻懂得他的怨憤，

他的理想。他的急調，是他的嘲諷的咒詛：我知道他怎樣的鄙蔑一切，鄙

蔑光明，鄙蔑煩囂的燕雀，也鄙棄自喜的畫眉。90
 

 

上面一段描劃，基本上已包括了那總題在提及「咒詛、懺悔和想望」摻雜的混沌

情感，「懂得和明白他的鄙蔑」，是以理性去消解對方的外來極端情緒狀態，可說

是相當矛盾的挑戰，但它給詩人帶來了相當於前面所述的「發散」效能，就是將

外來的具詩一樣感染力的衝擊消解，並嘗試去沉澱，理解和解構箇中的情緒元素。

詩人接着就是思忖如何以「散文詩」的形式將這個震撼昇華成「詩」的語言表達

出去。詩人首先就是如實表達他對其探詢的深層悸動： 

 

你說：「風大土大，生活干燥。」這話彷彿是一陣怪的涼風，使我感覺

一個恐懼的戰慄：像一團飄零的秋葉，使我靈魂掉下一滴悲憫的清淚。91
 

 

以我們已慣於安逸的現代人眼光來看，一位朋友不過是埋怨「生活干燥」，徐志

摩的反應似乎有點小題大做得近乎濫情，但如果將之放回一個即使稍稍主張「幽

默」也會給大文豪重筆奚落至跟賣國賊同樣層次的年代，那麼一位朋友好不容易

                                                      
89

 見《徐志摩詩全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 年，頁 138。  
90

 見《徐志摩詩全篇》，頁 138。 
91

 見《徐志摩詩全篇》，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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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挨近詩人長久以來渴望的平靜生活卻來高呼無聊時，那不啻是對詩人的信念

作了一次痛擊。朋友的情緒其實就跟波特萊爾「城市虛妄」之歎如出一轍，都是

害怕找不着中心，日後的生活會因而迷失自我。如此理解，我們便會明白，徐的

反應並不乖張，也不算造作。詩人之所以煞有介事地處理朋友的埋怨，大概是由

於那看似無病呻吟的納悶應該觸碰到詩人心底夢想的原型，令詩人像波特萊爾那

樣感到茫然。這是當生活給昇華至「優美」層次後，日常所觸所感都變得細瑣，

而從「壯美」昇華而來的「夢想」要耐得生活瑣屑的嚙咬，也是城市「現代性」

的一種體現。 

 

 詩人最後還是秉持自己的信念，也就是泰戈爾所言的東方文明所帶來的對心

靈安憩境界的嚮往和追求： 

 

是的，昨天下午我在田裏散步的時候，我不是分明看見兩塊凶惡的黑

雲消滅在太陽猛烈的火焰裏，五隻小山羊，兔子一樣的白淨，聽着他們媽的

吩咐在路旁尋草蛇，三個捉草的小孩在一個稻屯前拋擲鐮刀；自然活潑給我

不少鼓舞，我對白雲裏矗着的寶塔喊說我知道生命是有意趣的。92
 

 

上面一段日出驅散「凶惡」的黑雲，有很濃重的〈泰山日出〉的影子，就是說通

過抵禦黑暗而得的「崇高感」有助人尋獲平靜生命中的「意趣」，就是伯克所說

的「優美」層面。縱然詩人堅持信念，但還是不能釋懷，朋友那句探詢變成了「毒

素」，一直縈繞在詩人心頭，所以詩如此收結： 

 

朋友，我並且恐怕，說到最後，我只得收受你的影響，因為你那句話，

己經凶狠的咬入我的心裏，像一個有毒的蠍子，已經沉沉的壓在我的心上，

像一塊盤陀石，我只能忍耐，我只能忍耐…… 
93

 

 

大概就因這樣的忍耐，詩人便又回到創作那三首「不成形」的散文組詩，回到黑

                                                      
92

 見《徐志摩詩全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 年，頁 139。 
93

 見《徐志摩詩全篇》，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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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抵禦的原點再一次經驗「發散」和「昇華」的過程，故此連「有毒的蠍子」的

比喻也重複在〈毒藥〉一詩中出現。 

 

 所謂的「毒藥」，並非指甚麼邪惡的念頭，而只是指自己要秉持的真理，在

當時身處的黑暗處境中竟是相當於「毒藥」，因為這好像魯迅的〈夢〉中所述，

令個體無法融入四周的黑暗中去： 

 

但是相信我，真理是在我的話裏雖則我的話像是毒藥，真理是永遠不

含糊的雖則我的話裏彷彿有兩頭蛇的舌，蠍子的尾尖，蜈蚣的觸鬚；只因

為我的心充滿比毒藥更強烈，比咒詛更狠毒，比火焰更猖狂，比死更深奧

的不忍心與憐憫心與愛心，所以我說的話是毒性的，咒詛的，燎灼的，虛

無的；94
 

 

在黑夜中看到真理的光，令「我」看到「仁義禮智信」變成了「五具屍體」，看

到處處是「奸淫的現象」，看見「黑暗踐踏着光明」，詩到最後只帶出了這種黑暗

的悲愴，像〈一封信〉那樣，似乎是在強調「忍耐」的重要。如果單獨看〈毒藥〉

這首詩，便會覺得那是「歷史天使」望見過去的災難時的絕望吶喊，並沒有實質

提出甚麼解脫的想望，似乎是頗絕望的；但如果將之視為昇華歷程的發端，便會

知道這詩實在是在描劃悲劇的普遍性，從而啟動「發散」的功能，讓「我」知道

自身的痛苦是卑微的，將那悲愴的詩質沉澱，進而嘗試用理性去解讀和重新演

繹。 

 

 散文組詩的第二首是〈白旗〉，可說是跟〈毒藥〉相對之作，首先〈毒藥〉

的主色調基本上是黑，但〈白旗〉則故名思義以「白」為基調，前者切入點是真

理的光如何在普遍性的黑暗中苟存，後者則是如何竭力令「白旗」所象徵的「純

潔的心」不被玷污。〈白旗〉一詩的主題是「懺悔」，這詞在詩中重複了許多遍，

這便更證明跟總題的形容詞配對是成立的。如果主題雷近，而將〈白旗〉和〈常

                                                      
94

 見《徐志摩詩全篇》，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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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天寧寺聞禮懺聲〉並讀，便會發覺兩詩有着截然不同的語調和節奏。〈常〉所

表現的是追求和諧的寧謐心境，是在娓娓闡述外在禮懺聲帶來的啟導，而〈白旗〉

的語調則是急燥的，彷彿是「歷史天使」背負倖存者的重負，詩中幾乎每段都會

以「現在時辰到了」起始，令讀者不禁問這究竟是甚麼特別的「時辰」？第一次

「現在時到了」是呼籲人「一齊舉起你們手裏的白旗」，「白旗」本來含有投降休

戰的意味，但詩人卻接着說「像舉起你們的心一樣」，似乎不像是要投降，但休

戰的想望卻並未排除，那麼休戰後，詩人究竟在呼籲甚麼？看下去便知道詩人似

乎是在呼籲大家收起鬥爭的心，不要讓這些雜念污染純潔的心：「仰看着你們頭

頂的青天，不轉瞬的，恐惶的，像看着你們自己的靈魂一樣」這個呼籲，驟眼看

下去，沒有甚麼特別，但如果清楚徐志摩散文詩的發展脈絡，便知道是跟泰戈爾

來華及訪日所倡的復興「個人性靈修為的東方精神文明而達至天人和諧境界」的

主張如出一轍。 

 

 接着兩個「現在時辰到了」的段落，主要是呼籲人盡情釋放情緒，讓「滾沸

的眼淚流，直流、狂流、自由的流、痛快的流、盡性的流，像山水出峽的流，像

暴雨傾盆似的流……」；和盡情呼嚎：「你們讓你們咽着，壓迫着，靜扎着，洶湧

着的聲音，直嚎，狂嚎，放肆的，凶狠的，像颶風在大海波濤間的嚎，像你們喪

失了最親愛的骨肉時的嚎——」將雜念和抑鬱清空以後，第四個「現在時辰到了」

的片段，便是叫人回復「天性的懺悔」，詩人如此形容那時刻的震撼：「讓嚎慟的

雷霆震醒了的天性懺悔，默默的懺悔，悠久的懺悔，沉徹的懺悔，像冷峭的星光

照落在一個寂寞的山谷裏，像一個黑衣的尼僧匐伏在一座金漆的神龕前；……」

單從這段可以看「懺悔」發揮着將「外在震動」轉化為「內在寂靜」的淨化效能，

是讓人得見「永恒」的「窗戶」。徐志摩雖然對泰戈爾推崇備至，也翻譯了不少

他的演講稿，但卻只翻過一首泰的詩作，就是《園丁集》第 60 頁散文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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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的慌忙與擾攘中，美呀，你站着，沉默，靜定，孤單，秀挺。 

偉大的時間坐在你的腳邊眷戀，他小語着：說話，對我說話，我的戀

愛；開口呀，我的新娘！ 

但是你的話像是佛像似的封禁在石壁裏，美呀，不可動撼的美！95
 

 

在泰戈爾芸芸眾多散文詩中，徐獨獨挑這首來譯，大概由於當中有一語中的， 讓

人有心中所思給和盤托出之感。如果我們拿這首翻譯跟〈白旗〉並讀，便會發覺

「懺悔」後那「神龕」的意象跟泰戈爾的「佛像」意象相當對應，也就是說，我

們可以將之當作「美」的化身，其特質就是「沉默、靜定、孤單、挺秀」，而〈白

旗〉中的「黑衣尼僧」就「懺悔」的化身，相當於泰詩中來向「美」求歡好的「偉

大的時間」，簡單的配對起來，便會知道「懺悔」便是「偉大的時間」，是向「美」

求取「靜定」的特質，以成就通往永恒的願景。這樣的一個「求歡」過程，如果

再加上泰戈爾來華反復強調的主張，我們大概可以將之理解為詩人經歷以西方文

明救國的壯美的「動」後，渴望能重新發掘東方文明精神文明中優美的「靜定」

和「泰然」，不然爭鬥和悲劇將會不斷延續，社會中愈多知識份子抱持這種不同

特質諧協調和的願景，共同推動社會朝願景發展，這亦是現代性的指標。 

 

 〈白旗〉為一組三首散文詩的中間一首，如果將之跟最後一首〈嬰兒〉拍合

來看，便會得悉上面的論點相當順理成章。茅盾在〈徐志摩論〉中用了頗多篇幅

分析〈嬰兒〉，指出這首詩的感情和思想顯然未能在徐往後的詩集中找着。徐在

第一本散文集《落葉》中有特別提及〈嬰兒〉：「我們不能不想望這苦痛的現在只

是準備着一個更光榮的將來，我們要盼望一個潔白的嬰兒出世！」茅盾進一步闡

釋詩中「在生產牀上受罪的產婦」是指「正在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軍閥雙重

壓迫下的中華民族」，而「嬰兒」除了詩人所言的代表「火榮的未來」以外，便

沒有其他闡述，連嬰兒最後有沒有生成也沒有交代，茅盾則進一步推衍，認為「嬰

                                                      
95

 見《徐志摩詩全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 年，頁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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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乃代表「英美式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即 democracy 的音譯）96，而「嬰

兒」亦是《志摩的詩》的最後一首，茅盾認為之後徐的詩便變得「頹唐」，產量

也減少，徐在之後《猛虎集》的自序中指：「最近這幾年生活不僅是極平凡，簡

直是到了枯窘的深處。跟着詩的產量也盡『向瘦小裏耗』。」97
 徐彷彿活脫脫成

了〈一封信——給抱怨生活干燥的朋友〉裏的那位自己曾孜孜規勸的朋友，是一

位處於「夢想」和「現實」的隙縫間，努力以「勇氣」和「耐心」去抵禦波特萊

爾所謂的「城市的虛妄」，藉以鞏固自己的主體性。茅盾則認為徐之所以認為生

活「枯燥」，乃由於象徵「未來光榮」的「嬰兒」並沒有明確地誕生。茅盾引徐

1929 年的演辭作為佐證： 

 

一年，一年，又過去了兩年。這兩年間我那時的想望有實現了沒有？

那偉大的「嬰兒」有出世了沒有？我們的受罪取得了認識與價值沒有？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的不只是那一堆醜陋的蠻腫的沉悶，壓

得癟人的沉悶，籠蓋着我的思想，我的生命。它在我的筋絡裏，在我的血

液裏。我不能抵抗，我沒有力量。98
 

 

由此可見，「嬰兒」所象徵的除了「光榮的未來」，更是從抵禦大環境黑暗的「壯

美」到在尋常生活中營造靜定秀挺的「優美」的過渡。 

 

5.4 〈嬰兒〉以後的過渡 

 魯迅的散文詩，綜觀而言，表現的是戰士對戰場的眷戀，藉着抵禦的意志，

將自我主張宣揚開去。對於魯迅來說，昇華就是羣眾都受其感染而激發出這種戰

鬥意識，而不是只旁觀迫害；但矛盾的是，如上所析，魯迅其實是「精英主義」

的，他不期望羣眾有很強的主體性，只須跟從小撮精英前進即可。而且精英之間

必須認同和秉持跟他類近的戰鬥意識，否則便會像林語堂那樣遭他針砭，而魯迅

                                                      
96

 茅盾：〈徐志摩論〉，收入《中國文論選‧現代卷（中）》，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

頁 228。 
97

 徐志摩著：《猛虎集》，上海：新月書店，1931，頁 9。 
98

 茅盾：〈徐志摩論〉，收入《中國文論選‧現代卷（中）》，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

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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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弟弟周作人的失和，底因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周作人之強調「個人主

義」和「個人園地」的主張也真的跟魯迅大相逕庭。 

 

相較起來，徐志摩散文詩所突顯的「抵禦黑暗」的意識則較魯迅薄弱，他的

終極人生取態乃傾向締造「靜謐」之生活境界，就是伯克所云的「優美」的一端。

徐志摩跟魯迅相反，他常追尋「懺悔」時刻，但他不是真的檢點自己的罪孽，而

是檢視自己有否錯過沉澱性靈，提升自我主體性的機遇。所以徐散文詩中所表現

的昇華力度，正如伯克所言，不及「壯美」之舉，也較難獲得同代人的認同，所

以他會焦急自己「盡往瘦小裏耗」。 

 

〈嬰兒〉為《志摩的詩》的最後一首，但其實之後徐還有一首鮮有人提及的

散文詩〈一宿有話〉，詩中憶述一次從柏林到巴黎的火車上遇到一位納粹軍官為

了顯示自己的英雄氣概，竟然拿刀扎大腿，表演自己的肉身竟然比刀鋒還堅硬。

此作之後有附記，徐記道：「但你們卻不要誤會以為德國全是這樣的，蠢，粗，

忍，變性的，雖則像他同樣腦筋的一定不少，要不然興登堡將軍哪裏會有機會。

我在這裏又碰到一個德國人，他是我的好友，與那位先生剛好相反。他也是打了

四年的仗，但他恨極了打仗：他是一個深思的，勤學，愛和平，有見地，敦厚，

可親的一個少年。只可惜一個人教育入了骨髓，思想有了分寸，他的外表的趣味

就淡，你替他寫照就不易，不比那位先生開口見喉嚨，粗極，也有趣極，你想拿

刀尖來扎大腿的那類手勢，在文明社會裏，是否不可多得？」99
 其實那可親的

少年之不好寫，跟伯克所云「優美」的源於生活瑣屑，如出一徹；而那粗極豪邁

的軍官活脫脫擺出一副戰鬥格，徐志摩說他有趣易寫，易引人興趣，就正如「壯

美」之事物富話題性，易於吸引注視，而「嬰兒」未能真正出生，引致詩人覺得

自己「盡往瘦小裏耗」，在於詩人自身已傾向欣賞那東方文明的「靜定」，這不啻

就是「和平少年不易寫照」之歎。徐志摩是期望每個人都能如泰戈爾的呼籲，以

                                                      
99

 見《徐志摩詩全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 年，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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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豐性靈來提高主體性，要是這樣，自己會變得不好鬥，更不會眷戀戰鬥，更不

會在文明環境還愚蠢得拿刀扎大腿來回味戰鬥。「壯美」和「優美」，於藝術創作

上，可說是矛盾的兩端，但從「壯美」到「優美」可說是大部分處於戰亂國家步

向現代化的進程，也是「現代性」的一個特質—— 就是社會從一小撮精英先得

着戰鬥格的主體性，發展到大多數羣眾擁有靜定沉澱思維的主動性的過渡，當中

需要愈多人像「歷史天使」那樣抵禦「進步的風暴」，努力甩棄災劫中的苦惱記

憶，始能真正令傷口癒合，創造更美好的將來。在這方面，雖然徐志摩的「優美」

詩風為一些同代人所詬病，但他經過散文詩的「黑暗抵禦」後，將體悟到的「靜

定」特質帶回新詩創作上，令他一貫的浪漫詩風反而顯得更從容自若，但明顯較

魯迅幹得灑脫超然，令讀者從他的作品看到的也不盡然是頹圮的光景，而是可以

想像到繁富生活的閒適。 

 

6 現代性「進步風暴」的抵禦 

五四時代的中國社會，因救亡心切而對工具理生主導的「實用現代性」可是

擺出一副久旱逢雨的姿態。誠然，從西方借來的現代性，確實滿足了當時社會鞏

固國防，破除封建的基本想望，但世上沒有思潮帶來的是一面倒正面影響，現代

性基本上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其只講求效果、強調清晰計算的特質來到中國這個

有着深厚詩性「抒情傳統」的國度，自然也掀起了一場班雅明所謂的「進步風暴」。

班雅明在闡析保羅‧克利（Paul Klee）的畫作〈新天使〉時指那是「歷史天使」

面向「過去頹垣」，卻被天堂颳起的天堂「進步風暴」推向背對的「未來」。博伊

姆以此來闡釋所謂的「現代鄉愁」—— 即使過去充滿災難，但在文化層面上卻

依然對過去和傳統充滿依戀，因此對不斷將過去抹殺的現代性感到不滿，甚至設

法抵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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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天使」可說是五四一般知識份子的寫照，他們對現代性充滿矛盾意緒，

不少更將之化為作品留存下來。散文詩可說最適合記錄這個抵禦過和矛盾思緒的

文體，因它本身正是集合了詩傳統中的暗示手法和散文解放力量的結晶。談到散

文詩，在五四文人當中，當然以魯迅的《野草》最為人熟悉和認同。王德威曾如

此總結《野草》的價值：「《野草》痛定思痛之餘，又探求由『怨』而『興』的可

能。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如果沒有自我興發的動力，魯迅又何能出入無物之陣，

『反抗絕望』？」100
 魯迅的「怨」就是他面向「過去的頹垣」所看到的「吃人」

的場面，於是以「怨」，以「罵」來表現其「依戀」，魯迅認為不去正視自己文化

中心的劣根性，勉強推進也依舊不會建立出怎樣光明的未來，所以他以《野草》

的散文詩來揭示絕望，以絕望的場景來「復仇」，推倒所有權威來創造一個荒野，

就是要引來羣眾圍觀，喚醒當中「一二士」覺醒，愈多人覺醒，才愈能推動社會

改革和進步。「興」則是魯迅表達「怨」的方式，指涉中國文學中的「抒情傳統」，

乃由「客體到主體」的觸發，就是他因見到「歷史頹垣」所萌發的「惡的真聲」，

以抵禦將「災劫」粉飾成「代價」的所謂「進步」。 

 

面對現代性颳起的風暴，如果魯迅是「壯美」式的抵禦，那麼詩風一向傾向

浪漫逸美的徐志摩所作的散文詩，雖然顥得相當不同，傾向陰暗和淒楚，但較之

魯迅的《野草》還是傾向「優美」一端，徐在受泰戈爾回歸東方精神文明的呼籲

在抵禦「進步」吹襲時，每每反映對「靜定」意境的嚮往和享受生活細瑣的冀盼。

如果說魯是執迷於「歷史頹垣」的災劫底因，那麼徐便是「憧憬」着未來「優美」

光景的「歷史天使」。魯迅跟徐志摩代表着當時知識份子的兩種價值取向，就像

兩人的散文詩，雖然風格迥異，但兩人都借助散文詩之「矛盾特質」，真誠地記

錄了在現代性風暴中，如何保有自我，並留下珍貴的心理掙扎的紀錄，為散文詩、

白話文，甚至中國的「抒情傳統」留下重要且扎實的實驗參照。 

 

                                                      
100 見王德威：《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詩——在北大的八堂課》，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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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為達即為信：中國新詩與象徵主義 

 

1 翻譯與中國象徵主義的萌發 

 在中國新詩的發展中，象徵主義是不能不涉的板塊，不少論及五四文學發展

的著述都認為象徵主義跟文化上的現代性有着深厚的淵藪，這是由於文藝上的現

代性着重追求人的超越性，而在構築象徵詩作時乃是通過日常經驗世界中的符號

來隱喻另一個「他在」的精神領域。正如在第二章所析，由於格律的解放，新詩

比古詩更便於採用日常的意象來記錄從外而來的衝擊，更易於通過「換喻」來昇

華生活場景，給詩人和讀者帶來所謂的「此岸感」的精神滿足。由於那精神世界

不像科學那樣可以給確實計算到和具體掌握，詩人不得不借助「幻覺、直覺乃至

夢境」來呈現，就在這樣的探索和嘗試中，詩人因着自身內在的思緒不斷激盪，

得以超越自身的精神囿限，進而發掘生命、世界，甚至宇宙的含藴，令個人主體

性得以鞏固和昇華，並打開通往未來的多項可能性和能冀及的嶄新境界。1 根據

《劍橋中國史‧民國篇（上）1912-1949》，中國的象徵主義源於《苦悶的象徵》：

「20 年代，在中國居統治地位的象徵主義理論是廚川白村。他的著作『苦悶的

象徵』（The Symbol of Suffering）曾三次譯成中文。」2
 廚川對象徵的理解和定

義明顯轉化自弗洛依德對夢的闡析學說：「藝術的最大要件，是在具象性。即或

一思想內容，經了具象底的人物、事件、風景之類的活的東西而被表現的時候；

換了話說，就是和夢的潛在內容改裝打扮了而出現時，走着同一的徑路的東西，

才是藝術。而賦與這具象性者，就稱為象徵（symbol）。」3
 但廚川對弗洛依德

學說的改進在於他強調藝術與夢有所區別，由於夢較現實顯得支離破碎，弗洛依

德致力研究的是夢如何反映積存在人潛意識裏的精神創傷，但廚川側重的卻是這

                                                      
1
 見賀昌盛著：《象徵：符號與隱喻——漢語象徵詩學的基本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

頁 12-13。 
2
 費正清主編，劉敬沖、潘居拯主譯：《劍橋中國文學史》第十二冊，台北：南天書局，1999，

頁 604。 
3
 廚川白村著，魯迅譯：《苦悶的象徵》，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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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文藝創作人如何將這些精神創傷的零碎片段組織起來，並將之跟社會的客觀現

實作恰當的揉合，令象徵從內在的夢囈得着了較大的外延意義，也強化了象徵除

了作為昇華內在壓抑情緒的渠道，更成為引發外在共鳴的手法。4
  

 

 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乃由魯迅於 1924 年翻譯成中文，於 1925 年 12

月由北新書局出版。當時魯迅另一手在創作散文詩集《野草》（首篇〈秋夜〉寫

於 1924 年 9 月 15 日，最後一篇〈一覺〉則成於 1926 年 4 月 19 日，之後 1927

年 4 月 26 日結集前補作〈題辭〉）。如看魯迅在為其譯作所作引言便會知道他選

《苦》來翻譯，乃欲假廚川之說對當時「微温、中道、妥協、虛假、小氣、自大、

保守的世態」予以辛辣的批判。5
 這跟魯迅作《野草》的意圖可說是一致的：「我

自愛我的野草，但我憎惡這以野草作裝飾的地面。」6
 魯迅可說偶然將廚川的象

徵觀念實踐出來，我們可從這個翻譯和創作相互牽引的實例中歸納出當時二十年

代的中國詩人運用象徵的兩個基本原則： 

 

其一，認為「文藝是人間苦的象徵」，強調象徵以人的生存境遇為其藝術根

基；其二，認為「苦悶煩惱經由象徵才得以顯現」，強調象徵乃是展示苦悶

的最有利的表現手段。……由此，就與純粹客觀的外在性的描繪（如自然主

義）或展露恣肆的情感情緒（如浪漫主義）等的表現態區別開了。7
 

 

雖然《劍橋中國文學史》以廚川的《苦悶的象徵》為影響中國象徵主義的重要理

論著作，但廚川著《苦》書時，並沒有意圖標榜象徵主義，同樣魯迅選來翻譯也

                                                      
4
 總的來說，廚川認為藝術就是要把潛藏意識深處的苦悶和「心的傷害」化為象徵，覃子豪在《論

現代詩》中，在〈象徵〉一文中以「從抽象到具象」來概括廚川由「心理苦悶」到「象徵」的

過程，覃以「仁者好山，智者樂水」為例總結，指「仁者」和「智者」相當於廚川所指的抽象

理念或情感，而「山」和「水」則分別是兩個抽象理念的「具象變裝」（見覃子豪：《論現代

詩》，台中：曾文出版社，1982，頁 44。）換句話說原來廚川的意思是將內心抽象理念和情感

說清楚，一方面對個人可以收類似釋夢一樣的宣洩治療的效果；另一方面，所產生的藝術亦可

對其他產生共鳴而後昇華的藝術感染效果。 
5
 見〈《出了象牙之塔》引言〉，《魯迅論創作》，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頁 396。 

6
 魯迅：《野草》，香港：三聯書店，2000，頁 1-2。 

7
 賀昌盛：《象徵：符號與隱喻——漢語象徵詩學的基本型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

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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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標舉象徵主義的風格，他倆都因外在環境跟內在期望不符而鬱悶，於是訴諸

於「象徵」作為發洩和紓解的渠道。無可否認，魯迅無意中以《野草》為象徵主

義，在適當的時機，作了一次很好的示範，讓中國讀者具體地掌握象徵主義所能

達至的效果，而《野草》文本上所顯示的現代性，上一章已闡釋過，此處不贅。

倒是魯迅為當時中國象徵主義的創作風潮的現代性作了重要的注腳：首先就是

「個人主義」的承接與拓展，廚川的主張是強調一己情感的宣洩可以給他人或羣

眾帶來療效，而魯迅創作的《野草》，某程度上就是這主張的具體「臨牀案例」，

事實上《野草》對當時和後來文學所發揮的影響（上一章已詳述）確實不容忽視。

第二，就是魯迅通過翻譯外國理論著述而非文藝作品，來開拓寫作的新風格和新

路向是相當具現代性的發展。從詩學理論到詩歌創作，意味着一個從理性分析到

感性創作的歷程。理性一直以來是現代性中相當重要特徵，而理性和感性兩種矛

盾特質的融合已是現代性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顯現。一般而言，如此矛盾的融合在

文化的層次來說，都指向「現代傳統」的締造： 

 

一旦一個詩人更多地是在寫作上（主題、意象、構思方式等）受歐洲象徵主

義影響（就像李金髮），甚至有淪為摹仿與改譯的危險的時候，那麼他就會

在漢語的語境中變得相當「西化」，給人的感覺是離中國文化相當遠，從使

詩人自身的寫作顯得相當尷尬。相反，當一個詩人更多地在詩學上（關於詩

與寫作的觀念）受歐洲象徵主義影響，那麼他就會有效地將這種西方的詩學

觀念與中國傳統相融合，甚至在自己的象徵主義的詩中融入相當傳統的中國

文化觀念（像卞之琳的詩），從而使自己的詩真正地成為一種中西融合的現

代性產物。8
 

 

由於西方的象徵主義理論不能直接轉譯為詩句，詩人必須先領悟理論精髓，將之

內化，然後將之跟自己的象徵符號融合，創作出突顯當時生活經驗的詩作，這樣

的融合也算得上是「現代傳統」的創造。 

 

  

                                                      
8
 陳太勝：《象徵主義與中國現代詩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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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翻譯涉及到「現代傳統」的創造，那麼翻譯便成為牽涉到政治和文化角力

的課題，其中當然包括話語權力（discursive power）的拉扯和平衡，尤其當中如

果是理論的譯介，那麼牽涉的便是把一種外國觀念移植到中國的文化層面，其中

所作的調校亦是現代性的顯現。在眾多西方理論的譯介中，以嚴復《天演論》的

翻譯影響至鉅。李澤厚指嚴復的出現是中國「向西方尋找真理所走到的嶄新階段」，

9 而胡適在《四十自述》中指：「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敗，適

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

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燃）燒着許多少年人的心和

血？『天演』、『淘汰』、『天擇』等等術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熱語，漸漸成

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10由此可見《天演論》的「創作性」譯介確實

如嚴復所願對教化人心、吸納西學之長、帶動社會從傳統過渡到現代，起過當大

的催化作用。《天演論》之所以是「創作性譯介」乃因它其實是嚴復借赫胥黎（T.H. 

Huxley）的著作為「殼」，以載其對斯賓塞（Hebert Spencer, 1820-1903）學說的

演繹，正如他在《天演論》自序中所云： 

 

夫西學之最為切實而執可以御著變者，名、數、質、力四者之學是也。而吾

《易》則名、數以為經，質、力以為緯，而合而名之曰《易》。……有斯賓

塞爾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書造論，貫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絕作

也。其為天演界說：「翕以合質，辟以出力，始簡易而終雜糅。11 

 

上面是嚴復對斯賓塞進化理念的概括：「由歛縮而合成物質，由排斥而輸出物力，

開頭簡單容易，最終則混雜糅合」，嚴以為這跟《易》中「坤」卦的「在靜止時

便縮歛，在運動時便排斥」的理念互通，進而解說自己迻譯《天演論》是由於當

時的文化景況是「夫古人發其端，而後人莫能竟其緒；古人擬其大，而後人未能

議其精，則猶之不學無術未化之民而已。」所以便要「是以生今日者，乃轉西學

                                                      
9
 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綱》，台北：谷風出版社，1986，頁 300。 

10
 胡適：《胡適文集》第 1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70。 

11
 赫胥黎（T.H. Huxley）著，嚴復譯：《天演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頁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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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識古之用焉」。總的來說，嚴復之譯《天演論》，「並不僅在於富強或者救亡圖

存，而是透過中西之學的相互發明，找尋一超乎兩者之間以一貫之、包含一切的

最高學理。從此可以推想，嚴氏以為只有透過此一學理的揭示，才足以對治他所

面對整體而全面的危機，替中國的未來指引出正確的發展方向。」12
 既然嚴復

心儀的是斯賓塞 1860 年出版的《天人會通論》（Synthetic Philosophy，或譯作《綜

合科學》），為何不直接譯其著作，而要借赫胥黎之名和如此轉折地以其《進化論

與倫理學》（Evolution and Ethics,1988）為載體？嚴復在《天演論‧廣義》中指

「其文繁衍奧博，不可猝譯」，也就是由於斯賓塞的著作牽涉層面廣，要直接翻

譯，可說相當費勁，但赫胥黎的著作只簡單地闡述進化學說的原理，這對嚴復來

說是自是最恰宜的「借題發揮」的載體，幫助他對當時急需改革的中國社會，引

入完善的「人治」制度以抵禦當時列強所帶來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局面。

總的來說，《天演論》之「創作性翻譯」可說是野心不小的文化融合計劃，而這

可說是知識分子受啟蒙成為理性主體後所策動的相當富現代性的部署。 

 

 為了讓自己的部署發揮最大效用，嚴復翻譯時最關注的就是「達旨」，所以

他在自序以後，還特別添一個「譯例言」提出「為達即所以為信也」的規條，為

自己「創作性翻譯」找個說法： 

 

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隨舉隨釋，如中文之旁支，後乃遙接前文，足意成句。

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十百言。假令仿此為譯，則恐必不可通，

而刪削取經，又恐意又有漏。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經融合於心，則下筆抒詞，

自善互備，至原文詞理本深，難以共喻，則當前後引襯，以顯其意。凡此

經營，皆以為達，為達即所以為信也。13
 

 

上面一段引文，帶出英文和中文（文言）的分別，例如說英文語法乃「隨舉隨釋」

                                                      
12 見王文仁：〈嚴復與《天演論》的接受、翻譯與轉化〉，《成大中文學報》第 21 期，2008

年 7 月，頁 158。 
13

 赫胥黎（T. H. Huxley）著，嚴復譯：《天演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年版，頁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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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文句偏長，不像文言的語性，傾向精煉，不時略去主語，一字不單多義，還會

有不同層次的含藴，要求讀者自己去意會。而能意會多少，端看讀者的學養。總

的來說，英文文法屬闡釋性結構，而漢語則是意會性結構，所以前者相當適合鋪

述理論，而後者則適合營造詩化意境。正正由於語法迥異，嚴復認為不能直譯，

只能消化全文，再用自己的文迻譯出來；再者，翻譯中強調的「信、達、雅」三

大原則中的首項，在嚴復的「創作性翻譯」中基本上已是注定須擯棄的，所以他

乾脆提出「為達所以為信也」的原則，這明顯是為了遷就此書的「創作性」需求，

以及傳達自己用以「貫穿」所有社會改革步驟的效能。 

 

 當嚴復強調「為達即為信」時，雖然是想掩其「偷龍轉鳳」的「創作性翻譯」

的詭詐，但如前所述，嚴復這翻譯原則其實蠻富現代性。首先乃以「目標語言」

的羣眾的認受為首要考慮，須知現代性在強調個人主體性之餘，其中所倡的「民

主」所帶出來的正是重視「羣眾認受性」的理念。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

在《現代性的哲學話語》（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中強調單靠「工

具理性」不足以把現代性圓滿發揮出來，必須重建所謂「交流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通過羣眾之間的有效溝通方能成就。哈貝馬斯所謂的「交流理性」乃

以下列幾個原則為運作基礎：第一，可領會性要求（comprehensibility claim），即

傳信者須以羣眾可領會的方式傳信；第二，真實性要求（truth claim），即所傳信息

不會跟外在事理相悖；第三，正當性要求（rightness claim），即交往行為必須符合

社會共同規範（social norms）和公正的；第四是真誠性要求（truthfulness claim），

即傳信者在交流過程中為真誠可信賴的。如果用這幾項要求來檢視嚴復的《天演

論》的「創作性翻譯」，便會發現嚴復大致可以符合這四項要求，雖說第三、四項

是有商榷餘地—— 如此「偷龍轉鳳」在現今世代似乎不太容許，不能符合所謂的

「正當性要求」，但在當時社會根本還未曾有過足夠數量的西學翻譯形成這方面的

規範，加上嚴復在序言中已清楚申明了自己的意圖，我們不得不相信，嚴期待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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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催化社會改革維新的心意是真誠的。事實上，從歷來許多學者都肯定了《天演

論》所帶來的正面影響，我們不能不承認嚴復藉《天演論》跟羣眾所作的「交流」

是成功的。14
 

 

 有關「達」的層面，還有一點關於傳播的必須一提——《天演論》的廣為人識，

流傳遐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句提綱挈領可說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說「大

眾傳播」是現代性研究課題中的一環，那麼「物競天擇」這句總結便因具備卡爾

維諾於《未來千年備忘錄》（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所強調的「輕逸」

（Lightness）特質而能使之更易成就「達」的目標：「語言的輕鬆化，使意義通過

看上去似乎毫無重量的語言肌質表達出來，致使意義本身也具有同樣淡化的濃度。」

15
 撇開「偷龍轉鳳」的行徑，嚴復以八字概括了《天演論》上百頁內容，可說是

「淡化濃度」的最佳示例，而卡爾維諾在書則以詩歌來闡釋。《天演論》的整譯過

程可說是象徵主義從國外引進軌跡的寫照：先消化理論，然後為了適應中國本土

的文字特色而採「為達之所以為信也」的原則作翻譯，創造現代傳統，通過引入

新詞而阜豐文化理念，最後再轉化成具「輕逸」特質的詩歌化語言傳達開去。無

獨有偶，卡爾維諾在《千》書中指，令語言變得「輕逸」的其中一個法門，就是

運用象徵：「輕逸的視覺形象具有象徵的價值……有些文學創作是以其語彙變化，

而不是真實的詞語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而堂吉訶德將其茅戳入風磨葉片、自

己也被拉入空中的場面，在塞萬提斯的小說中只用了幾行的筆墨。」16
 這種「輕

逸」正是中國詩人紓解內心苦悶爆發，得以宣洩後，內心所獲得的解脫，而如前

所述，這可以強化個人的主體性。 

 

 

                                                      
14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Ch. 11. 
15

 見卡爾維諾著，楊德友譯：《未來千年備忘錄》，香港：社會思想出版社，1988，頁 17。 
16

 見《未來千年備忘錄》，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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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復所云的「為達即為信」可說跟「交流理性」有着相同的側重，就是着重

「達於羣眾」的成效。他以此概括自己這個劃時代的「創作性翻譯」，還意味這個

原則不單適用於「翻譯」，還適用於「創作」過程。嚴復乃眼見當時社會在各方面

均停滯不前，遂心生苦悶，而能像嚴復那樣清晰知悉或掌握自己在尋求怎樣的「貫

穿之理」，便可稱之為「信」。碰巧遇上赫胥黎的著作，可以圓滿表現內在苦悶之

情，那麼便是「達」的第一個層次，如引申到詩歌創作，就是廚川白村所云，找

到合於表達的「象徵」；而「達」的第二個層次，則是「達之於羣眾」的傳播層面，

當內在情感跟象徵化合成作品後，能否像《天演論》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的提綱那樣因其輕逸而在羣眾激起波瀾，並迅速記錄這些波動，引起廣泛注視和

共鳴。 

 

2 曹葆華與象徵主義 

 在象徵主義理論的譯介上，曹葆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壇，可說是起

過重要的推動作用： 

 

曹葆華在本時期翻譯介紹了大量關於象徵主義詩學的著作和文章，其中包括西

蒙斯的〈象徵主義運動〉、威爾遜的〈阿克塞爾的城堡〉、葉芝的〈詩中的象徵

主義〉，還有瓦雷里等人論純詩的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先是發表在《文學季

刊》、《北平晨報》等報刊上，後在 1937 年結集為《現代詩論》由上海商務印

書館出版。他的這部書可以說是 30 年代象徵主義理論譯介方面一部重要的作

品。17
 

 

孫玉石更明言曹葆華的翻譯對中國新詩的現代性發展作出了貢獻： 

 

於 20世紀 30年代崛起的意象創造為核心的現代派詩運動，最新西方現代詩學

理論的系統介紹，弱於風采的藝術實踐探索。一些國外已經不成為問題的理論

與實踐探索，在中國詩歌接受觀念與批評尺度仍然存有很大的隔膜和阻力，「象

徵主義」與「晦澀」仍成為糾纏不休的問題在不斷爭論。曹葆華敏銳地感覺到，

要改變五四以後新詩現代性探索再次遭到質疑挑戰的現狀，需要譯介與吸收西

方最新詩理論研究成果，進行藝術觀念與詩學批評的第二次「啟蒙」。我認為，

                                                      
17 陳太勝：《象徵主義與中國現代詩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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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葆華的系統譯介西方現代詩論、介紹 T.S.艾略特、瑞恰慈的批評詩學思想，

就屬於第二次詩學「啟蒙」的積極實踐。18
 

 

2.1 《現代詩論》的「藥效」 

 

 曹葆華譯介不同國家的詩論，並將之集合成《現代詩論》之舉，相當於嚴復

之譯《天演論》，對社會起着「啟蒙」作用，這正是嚴復所云的翻譯要做到「達而

後為信」的原則，要做到的「達」就是以「交流理性」針對當時社會的需要而譯

介相應的理論去啟發引導「羣眾」向正確方向邁進的意圖和部署，如果每人都持

如此念頭，社會便能在各個範疇和層面進步，正是「現代性」的一項特性。曹葆

華在這方面的意圖可說相當明顯。在《現代詩論》中，每篇譯介理論後，曹都會

撰寫一則短短的附作閱讀引導，在魯衞士（John Livington Lowes）的〈詩中的因

襲與革命〉附記中，曹寫道：「此文討論的範圍，雖只限於英國詩歌方面，但於詩

歌為甚麼要因襲，為甚麼革命，說得十分明晰。很可以為研究中國詩歌的變化與

發展的一種參證。」19而在《現代詩論》的序中，他又特別指出艾略特（即 T.S. Eliot，

曹譯名為愛略忒）那篇〈批評中的試驗〉：「特別使我們心感，就因為代替譯者說

了許多應該向國內的讀者說的話。」20曹雖然沒有進一步闡明究竟每一篇譯介的理

論針對社會哪一個現象，這似乎也沒有必要，正如醫生開藥方，也不會仔細說明

當中各項成分對應哪一個病徵，而以整體所發揮的綜合藥效為依歸。事實上，曹

確有通過譯介文學理論來模塑當時文化氛圍，甚至整個時代面貌的部署 —— 整本

《現代詩論》可說就是曹為當時文壇所開的一帖藥方，這樣有意識地針對社會風

氣的部署本身就是現代性的表現。曹在《現代詩論》的序中指出該書十四篇評論，

可分為三輯，前六篇是詩的泛論，其中包括〈詩中的因襲與革命〉、〈傳說與個人

才能〉兩篇，單看此兩篇的標題，讀者大概便可以知道曹覺得新文學發展的基礎，

                                                      
18

 孫玉石：〈曹葆華的新詩探索與詩論譯介思想〉，收入《詩人、翻譯家曹葆華‧詩歌卷》，

上海：上海書盧出版社，2010，頁 21-22。 
19 曹葆華：《現代詩論》，台北：商務印書館，1968，頁 107。 
20 見《現代詩論》，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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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是弄清楚傳統哪些值得承襲，哪些該抗拒，無論是哪種傾向，原來都牽涉

着個人與羣體的關係。各種意義傳達，其實都是個人和羣體關係的平衡：「革命的

傾向，就是離開團體，專顧個人。在一定程序中，純粹的個人完全孑然獨立，便

把與團體合一的精神整個消滅，本來要從這種與團體合一的精神中，恒久的了解

方能產生。在藝術裏一切偉大表現底問題都變成這樣：在個人貢獻與羣眾貢獻兩

者間是有着一種極端艱難而精細的平衡。」21通過這篇譯介，如前所述，曹在附記

明言了是希望給中國新詩發展作方向性參考。接續〈詩中的因襲與革命〉是艾略

特（曹譯名為愛略忒）的〈傳統與個人才能〉便進一步說明個人跟傳統知識和社

會潮流融合時的心態準備。 

 

 艾略特強調當詩人必須要「知識廣博」，許多人都以為這樣會使「詩的感受性」

變得「遲鈍」甚或「錯亂」，艾略特雖然認為詩人確需要一定的「疏懶性」來滋養

詩情，但他還是強調「發展對於過去的意識」是詩人發展自身的必要過程：「他就

隨時不斷地捨棄自己，歸附更有價值的東西。一個藝術家的進步是不斷地犧牲自

己，不斷消滅自己的個性。」艾略特把魯衞士在〈詩中的因襲與革命〉中所描述

的「個人和羣體的平衡」以十分具體和理性的方法闡述，他甚至用上一個相當科

學化的比喻：「現在應當要說明的，是這個消滅個性的過程及其對於傳統意義的關

係。要做到消滅個性這一點，藝術才可以達到科學的地步。因此，請你們當作一

種含有暗示性的比喻來注意一條白金絲放到一個貯有養（氧）化硫的瓶裏去所發

生的作用。」上述兩種化學成分，加上一條白金絲便會化合成「酼酸」，艾略特特

別強調「白金絲」的成分在化合過程中「不受影響」，「還是不動，還是中立，毫

無變化」，艾略特強調詩人的心靈就是一條白金絲。在整個類比中，「氧份」和「二

氧化硫」相當於「情緒」和「情感」，前者針對激發個人創作意慾的元素，主觀性

較強，獨特性也較高；後者則是指詩人通過文字、意象和結構呈現給讀者或羣眾

                                                      
21 見《現代詩論》，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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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姿態，較講求經驗累積，相對上也較為客觀理性。兩者結合起來便相當於「二

氧化硫」這合成物的作品。22 這個化合過程所描劃的，可說就是詩人如何在「個

人」和「羣體」兩個層面的相互牽引中取得平衡，跟嚴復所云「為達即所為信也」

的翻譯準則相當吻合  ——「情緒」相當於「信」的原則，「情感」則是「達」的

考量，整個過程並不是在辨別哪一項較重要，事實上兩者同樣重要，關注點該是

最後的「化合物」。所以說西方文學理論在中國的現代性在於它們強調締造「現代

傳統」，又在過程中引入了「個人感性」與「羣體理性」平衡的傳理學上的考量。

在中國傳統詩歌創作中即使詩人擁有澎湃的「情緒」，但礙於書寫方式都受格律套

格囿限而難以滋長出新的「情感」，再者以往讀者對象是完全能掌握解讀密碼的「士

人墨客」階層，所以也較難促進作品的「液體現代性」去迎合當時中國新文學普

及和流通的社會需要。 

 

 《現代詩論》這帖藥方的第二重藥效，如曹葆華所言，是「專論詩中兩種重

要的成分——『純詩』與象徵作用」，這可說是象徵主義作品中的兩塊磁鐵，正反

兩極的互動吸攝，便可以帶動創作的軸心旋轉。這第二輯中包括了雷達（Herbert 

Read）的〈論純詩〉，墨雷（J.M. Murry）的〈純詩〉，梵樂希（Paul Valéry，現在

通譯為瓦雷里）為法布爾（Lucian Fabre）的《女神底誕生》（Connaissance de la dé 

esse）的〈前言〉和夏慈（W.B. Yeats，現在通譯為葉慈）前兩篇關於「純詩」的

評論可視為上述艾略特所謂的「情緒」的把握；後面兩篇就好比所謂的「情感」

表達。一談到「純詩」，歷來都令很多讀者卻步，因「純詩」常牽扯着「詩的神祕

感」來說，故常予人抽象高深之印象。曹所譯介的這兩篇關於「純詩」的理論，

可以想像在當時白話文方興，新詩剛起步的社會裏真相當具啟蒙作用的。在雷達

的〈論純詩〉中主要帶出「純詩」除了視覺意象，還應包括音樂特質，以「意象」

和「音樂性」共同塑造「心眼」的歡欣。23
 另外又強調「純詩」的神祕性乃來自

                                                      
22

 見《現代詩論》，頁 115-117。 
23

 見《現代詩論》，頁 18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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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集合了許多「矛盾」，但沒有互相衝突或消弭，而是激盪出崇高的意藴，這是

前面幾章闡析過的「現代性」的一種特徵。 

 

 《現代詩論》中還有墨雷另一篇〈純詩〉，其中強調純詩的音樂性，但他比雷

達說得更具體細緻： 

 

按照那種「純詩」的意思，純粹的詩人是在完全不顧題目，祇是自覺地和特意

地創造一種文字底音樂調子，這種調子是能給人以愉快的。依照這種意思，詩

歌之「純粹」是在它與題目絕對獨立；「純詩」不過是文詞的音樂而已。24
 

 

雖然不知道曹葆華之後創作了許多「無題詩」並將之合成《無題草》一帙，是否

受了上引觀點的啟迪，但出自他的譯筆，那麼至少我們可肯定他一定知道詩的「音

樂調子」乃獨立於「題目」，詩人愈看重詩的音樂性，便愈「不理題目」。有關曹

的「無題詩」將會在後文有更詳盡的剖析。除此以外，墨雷還強調所謂「純詩」

乃是相當於「情緒經驗」和「理智推敲」結合的整體經驗的表達，當讀者接收到

這些傳達後的反應，墨雷便把「純詩」的感悟說得近乎宗教體驗一樣的玄虛： 

 

 由於純詩，我們便能夠獲得一種完整的心靈經驗；並且因為是這樣獲得之必

然條件，我們能夠再次體驗到它。這種情形乃是一種沒有疑義的好處。我們獲

得一種積極的豐富與完全；設若這句習語沒有累載着神學和玄學的責任（或者

「服役」是適當的名詞），我們可以說，我們至少被弄來與我們的靈魂互相接

觸，即使不會把它佔有。25
 

 

簡言之，墨雷所描述的「純詩」就是要詩人創作上盡量拋開如「題目」等形式上

的束縛去釋放內在情緒，並化之為音樂感，這樣才是真正的表達。再次套用嚴復

的翻譯原則，這步驟可以說是相當於「信」的成就，至於在讀者方面的考量，則

務求能令讀者在接受後，能獲得類似近乎宗教感通的滿足感，這可是一種崇高的

「達」的願望。所謂「為達即為信也」並非在強調「達」的重要性先於「信」，而

                                                      
24

 見《現代詩論》，頁 198。 
25

 見《現代詩論》，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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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旨在強調那是一個綜合衍生的過程。誠然，「純詩」的創作並非翻譯，但原來也

相當相近，同樣會考慮「個人」（情緒掌握）和「羣體」（情感表達）的層面，當

中所表現的現代性上面已闡析過，此處不再贅述，更重要的是「純詩」原來也非

無跡可尋，它不過是「內在情緒」與「表達情感」的「化合」罷了。 

 

 第二重藥效的第三篇文章是梵樂希（現通譯為瓦雷里）的〈前言〉，把這篇放

在這重藥效的第三篇似乎有特別含藴，因這其實是首篇提出「純詩」理念的評論，

理應是置於雷達和墨雷兩篇的前頭才合乎歷史發展的軌跡。筆者認為曹葆華這樣

編排一定有特別用意，因梵樂希這篇比「前言」引起激烈討論後，其實另外還寫

過兩篇專論「純詩」特質的論述，關於純詩理念的闡述要比〈前言〉更齊全和周

密，曹不選後續的兩篇而選這篇「元祖級」文章定有其原委。觀乎這篇前言的內

容，除了強調音樂性是純詩主要特質外，更重要的是在梵樂希的初衷裏，純詩是

不可能冀及的境界，是一項奇跡：「絕對的詩祇能因例外的奇蹟而發展着。完全包

括着絕對的詩的作品在無量數的文學底寶庫裏是最稀罕而最少有的珠石。」梵樂

希強調純詩不單是詩作的境界標記，不可冀及的虛無特質令它成為一個精神生活

的水平，讓懷抱趨近純詩境界理想的人「長期鍛鍊」，過程中詩人的「自然歡欣」

會完全被「吸收」，「只剩下不自滿的驕傲」。26
 對於梵樂希來說，純詩不單是個人

所要趨近的境界，更是所有詩人，甚至所有人都應趨鶩的境界。問題是既然純詩

是幾近虛無的奇跡境界，那麼詩人該如何讓羣眾體味到這樣的精神境界？這個「達」

的任務、願景，可說是幾近不可能，所以梵樂希在〈前言〉中也對此「達」的任

務表示了憂慮：「我們的繼起者不曾羨慕我們的苦；他們不曾採用我們的技巧……

在這樣的方式下，他們重行張開兩眼瞧看人生底一切變亂，至於我們則緊閉着雙

眼以求模擬它的本領。」27
 這種趨近精神神聖領域的渴望正是人類擺脫「物競天

擇，適者生存」的覓食層次的途徑： 

                                                      
26

 見《現代詩論》，頁 234。 
27

 見《現代詩論》，頁 23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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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些都是期待着的。甚至於以後繼續發生的事件也不難預先料到。有

一天，不會有一種把我們的過去與繼續着我們這過去的過去加以聯合的嘗試

麼？有一些主義必由這種主義產生，有一些主義必由那種主義產生，祇要當

作它們是互相一致的。在少數人底心中，我能看見這種自然的事業底進展。

人生是不會在其他的方式中進展的。在生物（即循環與遺傳混合）底綿延中

能觀出來的同樣的過程，在文學生活進展中也會再呈現出來的。28
 

 

由此觀之，梵樂希所謂的「純詩」不單是單純指涉個人所領略到可提升作文水平

的音樂性，更是羣眾所共同冀盼的精神境界。而作品的音樂性更可說是人與人之

間的共同感悟，藉此一起趨近那純粹的精神境界，讓個人內心的苦悶情感得以宣

洩，並在羣眾之間發揮更宏觀的療效。〈前言〉雖然率先提出「純詩」概念，曹譯

後卻不將之放於「第二重藥效」談「談純詩」理念的第一篇，反而將它置於最後

一篇，這大概是由於曹看到梵樂希所強調的「達」於羣眾之境界，而前面兩篇側

重闡釋「純詩」於個人主體中的「化合過程」和「昇華力量」（就是「信」的層次），

基於先「個人」而後「羣眾」之故。 

 

 第二重藥效關於象徵主義詩歌的最後一篇論述乃是夏芝的〈詩中的象徵主義〉

可說是緊密承接着梵樂希〈前言〉所表現的「達之於羣眾」的現代性： 

 

小小的一首抒情詩會喚起一種情緒，並且這種情緒能把其他的情緒集合在一起

而溶化它們的生命以創造偉大的史詩。當它變得愈更強烈的時候，常常需要一

種更精細的實體與象徵，它便以其所契合的一切，流入日常生活之盲目的本態

中，在各種力量中激起一種力量，恰像普通一個人看見樹幹中的一個圓圈環繞

着一個圓一樣。29
 

  

從上面這段描述可知象徵不獨是像廚川白村所想，單單只為了宣洩內心的鬱悶，

還在於它可以跟相近的形象「集合」在一起，「流入日常生活之盲目的本能中」去

發揮作用。由於象徵不單是「內爆性」的宣洩，還是「外揚性」的尋求結合，那

                                                      
28

 見《現代詩論》，頁 235。 
29

 見《現代詩論》，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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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象徵便得在情緒層面之餘，同時具備理智的層面：「假若象徵祗是情緒的，他

便從世上的一切命運與不測中注視象徵底行列；但是假若象徵亦是理智的，他自

己便變為純粹理智底部分，並且他自己同象徵底行列會混合起來。」30夏芝指這種

情緒和象徵的化合乃在一個「出神狀態」中進行，這是因迷人的單調而靜默陶醉，

同時因各種各樣的變化而使人保持清醒的矛盾狀態。正是這種矛盾狀態才能包容

涵納最大的差異，繼而催生最大變異效果，這可說詩的一種現代性彰顯。夏芝認

為啟動這種現代性，乃在於詩的韻律（即純詩中所謂的「音樂性」），因它延長了

人凝神觀照的時間。夏芝認為這就令詩得以從個人層面流入日常生活中，說到底

象徵就是詩從個人連繫到羣體成就所謂「達」之境界的滑道。 

 

 曹葆華《現代詩論》中所列出的「第二重藥效」是「純詩」和「象徵作用」，

前者有助詩人擺脫各式束縛，主動尋求情緒和情感的化合以締造富音樂性的詩，

這可視之為「為信」的表現。後者則是較側重如何將影響力注入羣眾之中，營造

氛圍，是所謂的「為達」的展現。「為信」和「為達」是不斷對流、相互成就的過

程，故曰「為達即為信」。這種「個人」和「羣體」既分且連的關係所發生的效果，

大概就是劉禾所謂個人主義必先要擺脫舊家國觀念，得着自由發揮的空間，始能

使自己的生命和社會創造新可能的含藴。誠如梁啟超在〈論小說羣治之關係〉中

指，小說應該能發揮「薰」、「浸」、「刺」、「提」的功效，前二者乃就個人層面而

言，後二者則對羣眾層面來說，可見當時的知識份子對小說寄予如此厚望，對作

為幾千年文化脈管的詩體的寄望，可想像是更為殷切，這亦是中國詩人對新詩較

古體詩所多出的現代性寄望。 

 

 帶出《現代詩論》最後一重藥效的是「泛論文學批評一般問題」的四篇文章，

曹在序中指四篇中，以愛略忒（即 T.S. Eliot，現通譯為艾略特）的〈批評的功能〉

                                                      
30

 見《現代詩論》，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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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教他「心感」，代替他「說了許多應該向國內的讀者說的話」，31
 而在愛略忒評

論的「附記」中，曹指〈傳統與個人才能〉與〈批評的功能〉兩篇聯合起來，就

代表愛略忒對於詩與批評的全部意見。32
 前者在上面已闡析過，不再贅述；後者

的主要信息則是如何架設渠道，讓羣體營造的氛圍或認同的標準回到個人的內心，

成為創作的考量，所以愛略忒說的「批評的功能」，並非評論家的功架，而是創作

人心底的自省能力：「……創造工作本身中的批評底第一重要性。實在，在著作自

己作品的時候，作者底大部分工作可說是批評的工作，是精選、組合、刪削、改

正、試驗的工作。這種極大的勞動是創造的，也是批評的。我甚至於以為一個有

訓練而又最精巧的作家在他自己的作品上所使用的批評是批評中之最重大而又最

高的；有些創作家之比別人優勝，全是因為他們的批評能力勝過別人。」33
 而在

這發揮最後一重藥效的四篇談論「批評作用」的文章中，除了〈批評的功能〉外，

曹還特別選譯了愛略忒另一篇長文〈批評中的試驗〉作為全書的壓卷作品。愛略

忒在文中指出「批評」該是幫助詩人創造「生活的文學」，34
 方法除了是擴大其所

帶來的「快感」的範圍，還是幫助弄清成就「快感」的中心點：「因為祗要詩歌和

小說等等東西仍然有人寫作，它的主要目的必常常是它已〔以〕往的主要目的——

即是，給與人一種特別的快感，雖然我們對於這種快感的解釋是怎樣困難和不同，

不過這種快感總有一點東西經過許多時代而是恆久不變的。因此批評底工作不僅

是在擴大它的範圍，並且是在弄明白它的中心點；後者底需要之堅持是隨着前者

需要之堅持而增長的。」35
 總的來說，批評不是外力塑造的客觀準則，而是內在

於創作者的工具理性，讓創作者感知那給讀者帶來「快感」的共有中心點所在，

而愛略忒大概是擔心這樣會引來更大的困惑，所以他在文末部分強調「創作」的

慾望是能抑壓「批評」的好奇心。36
 

                                                      
31

 見《現代詩論》，頁 3。 
32

 見《現代詩論》，頁 289。 
33

 見《現代詩論》，頁 281。 
34

 見《現代詩論》，頁 323。 
35

 見《現代詩論》，頁 341。 
36

 見《現代詩論》，頁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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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葆華針對性地選譯外國文學理論，試圖為當時文學圈子提供發展方向的意

向是相當明顯的。無奈他苦心經營的《現代詩論》在不同的文學史料中往往都只

是一筆概述其「影響深遠」，便輕輕帶過，歷來都沒有人仔細去闡釋過其中的匠心

及其所顯示的現代性。《現代詩論》在曹的設計中，包括了「三重藥效」，第一重

是點出問題及創新的方向，繼而第二重是提示詩人如何將內心的情緒跟代表情感

的意象化合出象徵作用，成就佳作，就是所謂「為信」的層面，然後讓個人層面

跟羣眾連繫起來，就是所謂「為達」的境界。第三重則是強調「批評功能」中的

工具理性，將引起羣體「快感」的共有標準帶入個人創作的考量中，這樣第二和

第三重藥效便能成就「對流」，這亦是所謂「為達即為信」的含義。 

 

2.2 《無題草》的實踐 

 在曹葆華翻譯的墨雷的〈純詩〉裏提及「題目」會成為「純詩音樂性」的束

縛（相關引文見上面注釋 24），詩人如果要成就便得與題目對抗，不知道是否對其

《無題草》的創作有直接的影響，但觀乎《現代詩論》於 1936 年初版，而《無題

草》則於 1937 年結集出版，也就是說，理論的汲收和創作輸出在同期進行，如果

說輸入會影響輸出，那麼《無題草》便是最直接的印證。「無題詩」，並非始於白

話詩，在《詩經》時代，作品本來就是「無題」的民歌，是在採集後為方便標示，

編纂者才以首句為題。這大概也印證了墨雷的觀點，詩的內在音樂性較之題目更

能表現詩的身份特徵。及後到了晚唐，無題詩因温庭筠和李商隱而得以復熾，其

中尤以後者無題詩哀怨隱晦、曲折藴藉的格調最引人猜度探究，有論者猜度其作

大概涉不倫之戀，故以無題掩藏私隱，免遭非議；亦有論者指李像屈原一樣，以

美人來暗喻君主，以表報效國家之情。胡適在推動白話文時，因重文字的易懂，

故推元白一派，但廢名在《論新詩》中則重詩質而崇温李一脈。胡適則狠批李商

隱的〈錦瑟〉為「鬼話」，廢名在〈以往的詩文學與新詩〉一文中花了大篇幅為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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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隱平反，廢名以李最多爭論的〈無題〉（錦瑟）為釋例，旨在闡明舊詩是「散文

內容，詩的句子」，而新詩是「詩的內容，散文的句子」。37
 廢名指這首詩給人的

第一個感覺就是美。事實上梁啟超也對李商隱的「無題詩」有過同樣的稱頌：「義

山的〈錦瑟〉、〈碧城〉、〈聖女祠〉等詩，講的甚麼事，我理會不着……但我覺得

它美，讀起來令我精神上得到新鮮的愉快。須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祕性

的。我們若還承認美的價值，對於此種文字，便不容輕輕抹煞。」38
 

 

 由於詩的「無題」，令讀者可以不受囿限的，先從個人感覺出發，然後像廢名

在文中所言，「儘管說好是不行的；我還可以說點理由出來」，39
 然後便嘗試以個

人想像和審美經驗，嘗試將之闡釋，並將之與自己的生活感悟結合起來，締造了

一次私密的閱讀體驗。「無題」賦予作品的開放性，其實不獨是對詩人而言，也是

對讀者來說，詩因「無題」而令詩出現的朦朧美，反而更激發讀者的多元演繹，

事實上讀者的領悟，究竟是否詩人的創作原意和底藴壓根底並不重要。「無題」的

設計無形中等於作者宣告放棄演繹權，接納「作者已死」的前提，讓作品擁有自

己的生命，在時間的洪流中自由流動 —— 廢名所謂的「散文句子」便是增加這種

流動的「迅逸度」，使人即使未能一下子領略得到當中情致，但也能令人在瞬間先

激發「美」的感應；而「詩的內容」則是指「無題」所擴大了的指涉範圍，就像

李商隱的詩，即使不能確定其真正的含意，也可確知他是在抒發內心的鬱悶愁煩，

這正如廚川白村所說，最適宜象徵手法的發揮，大大拉闊了意象和本體之間的距

離，本來風馬牛不相及的事都可連在一起，至少能締造梁啟超所謂的「新鮮的愉

快」，更進一步的就是成就引人反復推敲的厚實質感，令詩意更具「多元層次」。

無論是「迅逸」還是「多元」，其實都是文學作品傳播時的現代性特質，都是必須

在詩人個體與讀者個體之間的傳播過程中方可成就，正是所謂「為達即為信」，亦

                                                      
37

 廢名：〈新詩應該是自由詩〉，載廢名、朱英誕著：《新詩講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頁 12-13。 
38

 梁啟超：〈中國韻文裏所表現的情感〉，《飲冰室文集》（第十三集），上海：中華書局，

1936，頁 71。 
39

 見《新詩講稿》，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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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發信者和解讀者相互成就和享受「自由」的過程。正如在〈無題〉（錦瑟）的解

讀中，李商隱的原意已不再重要，但這不代表「信」特質之絕緣，反之通過解讀

甚為朦朧的無題詩，詩人的形象和情感反而愈見立體，讀者也在詮釋過程中照見

自己內在情感一樣。由此觀之，這個互動的闡釋過程可說是個人主義的強化。如

前所述，劉禾強調在翻譯過程中，個人主義有助翻譯者擺脫「家」、「國」等傳統

觀念的束縛而成就「現代傳統」，而像廢名等現代讀者對無題詩的再演繹和析解，

其實也是在發揮相同的效果。 

 

 廢名之奉温李，聞一多之推賈島（第二章闡述聞的「休息」觀念時已闡釋過）

作為新詩創作的精神範本，甚至有人將這種趨鶩稱之為「晚唐詩熱」，並將之與現

代派詩人的無題詩創作聯繫起來，並舉卞之琳、林庚的無題詩創作為佐證。40奇怪

的是曹葆華的《無題草》共有 54 首「無題詩」，數量遠超卞之琳和林庚所作，卻

鮮有人提及。雖然收錄曹葆華創作的詩選大多是收錄曹的無題詩，藍棣之所編的

《現代派詩選》更選了曹葆華的六首「無題詩」。41
 只是似乎曹苦心經營無題詩的

努力並未獲普遍認同，更從未有人將跟其同期苦心譯成的《現代詩論》聯繫起來

比對闡釋。事實上，如果我們相信魯迅之翻譯廚川白村的《內心的苦悶》會啟發

出《野草》，那麼我們便同樣應相信《現代詩論》的翻譯對《無題草》的創作有着

直接的影響。 

 

 《無題草》所體現到的，主要是《現代詩論》的第二重藥效，也就是「純詩

跟象徵作用」，兩者的詳細功能，前面已有詳細闡述，此處不贅。在這裏主要是引

《無題草》的作品為示例，以闡明詩人如何通過翻譯理論啟迪創作，並提升作品

所展現的精神層次，進而將晚唐温李二人所經營的「無題詩」所代表的深層詩質

翻新成「現代傳統」。其實五十多首「無題詩」聚在一起，雖說是難以辨清真正的

                                                      
40

 見楊柳：〈論現代派詩人的無題詩創作〉：蘭州大學學報，第 44 卷第 1 期，2016，頁 13-22。 
41

 《現代派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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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但仍可視之為一首大詩，詩與詩之間存在某種情感內藴的連繫，也就是說，

「無題詩」之無題可使人更集中尋找整組詩之間的大主題，可說是以「解構手法」

釋放想像空間，再引領讀者去建構其內在主題，感應《現代詩論》「第二重藥效」

中所指的「純詩」的音樂性，這樣不單是詩人去傳達信息，而是創造一個境界邀

請讀者來感受，可說是更高層次的「達」之境界。詩人通過「無題」的含糊性來

拔高作品迎合不同讀者的多元性，旨在喚起不同個體的共鳴，體驗類近的想像或

回憶，個體情感因而得以昇華，強化主體性，作品的現代性亦得以確立。 

 

曹葆華在《無題草》之前的一本詩集是《落日頌》，李長之曾這樣評論這本詩

集：「總觀曹葆華的情緒的變化是這樣，先抱了理想，追求象徵化了的理想 ——

女人，由於愛情的失望，惹起理想的失望，苦悶之中，又抓到了詩。現在他就抱

了追求從前的理想似的，追求愛情似的，竭全生命之力追求詩。」42
 由此可見曹

葆華像李商隱一樣會以對女性的趨鶩來寄寓對理想的追求，只是理想幻滅了，故

在《無題草》中所突顯的在李長之眼中便是「理想幻滅後的情緒變化」。孫玉石指

《無題草》中常以「失落鑰匙」來象徵理想幻滅，43
 例如第五輯第四首： 

 

也不知有多少圈 

一斗小屋正打着轉 

搖醒了榻上半睡人 

猜不出窗外是黃昏 

還是沙土堆積在身上 

化作了荒墳 

    呵，只記起 

心頭有一筆糊塗賬 

竄入夢中也躲不開 

該不是前生的影子 

躡着腳步走到枕邊 

                                                      
42

 李長之：〈《落日頌》書評〉，《清華周刊》，第 39 卷第 4 期，1933 年 4 月 5 日，頁 69-77。 
43

 見孫玉石：〈曹葆華的新詩探索與詩論譯介思想〉，收入《詩人、翻譯家曹葆華‧詩歌卷》，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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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去了生命的小鑰匙 

留下石碑豎在頭上 

且睜開眼吧 

  滿壁冷風 

一隻蝙蝠在低檐下飛 

 

如孫玉石所言，這詩似乎是在談理想的失落後留下的「糊塗賬」，心情忐忑七上八

落，所以詩的頭兩句除了句尾「圈」和「轉」押韻外，兩字也是捲舌音，已給人

兜轉繚繞的感覺，再加上首三句的三字「也」、「一」和「搖」都是同聲母，營造

相當於西方押頭韻（alliteration）的效果，營造連綿迴環的感覺。這種環迴連綿的

音樂性在之後五句有更明顯的佈局：「心頭有一筆糊塗賬 / 竄入夢中也躲不開 / 

該不是前生的影子 / 躡進腳步走到枕邊 / 竊去了生命的小鑰匙 / 留下石碑豎在

頭上 / 且睜開眼吧」唸下去有一種連綿的感覺，例如「賬」、「竄」又是翹舌音，

都是收音短促的去聲字，而收尾的「開」又與下句首字的「該」同韻，產生回聲

一樣的效果，而「子」跟「匙」押韻，又「躡」、「竊」、「且」也是同韻，曹就是

通過這樣在句首和句尾的聲韻佈置營造一種迴環連綿，似斷未斷的音樂性，藉以

表現「掉失鑰匙」不能打開「夢」（理想的象徵）大門的忐忑踟躕。 

 

 孫玉石指《無題草》中有三首提及「失落鑰匙」的意象，指這是「以意象創

造為核心的現代派詩潮流的影響，在追求富有象徵藴藏的意象中，使詩獲得一種

更為智性化與朦朧化的傳達效果。」44
 誠如曹自己在《現代詩論》中指「第二重

藥效」除了「純詩」的音樂性，還有「象徵作用」，正是「朦朧化」與「智性化」

的兩個效果的驅動力量，而這兩者倘能平衡便能造就最佳的傳達效果，就是所謂

的「達」之境界，亦是新詩現代性的體現，即包括了傳達功用，卻又不會犧牲藝

術的朦朧美。 

 

                                                      
44

 見《詩人、翻譯家曹葆華‧詩歌卷》，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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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落的鑰匙」的意象只在曹的三首「無題詩」出現，孫便特別挑出來談其

重要性，但對在《無題草》中頻繁地出現的「影子」意象（例如上引的一首「失

落鑰匙」的詩中，其實也包括「影子」意象）所突顯的象徵作用，卻沒有提及，

似乎有點捨本逐末。在 54 首「無題詩」中，有出現「影子」意象的共有 23 首，45

佔差不多一半的詩作，可見「影子」所發揮的象徵作用肯定比「失落的鑰匙」更

關鍵，更切合詩人要表達的心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佐證，就是在第一本詩集《寄

詩魂》中有一首長達 62 行的詩就名為〈影〉。46
 這首詩可說是「影」意象的編碼

冊，亦是解讀《無題草》的「鑰匙」，更可明瞭「影」集中在一首「具題詩」和分

散在多首「無題詩」中的傳達效果。這應是從未有關於曹葆華作品評論中做過的

分析，可為之後研究曹葆華的論者提供堅實的踏腳石。 

 

 〈影〉共分四個詩節，首二節各 15 行，後二節各 16 行，可說相當均整的佈

局，而每節的開首均以對影的指稱開首，足見這是對影的剖白，只要將各詩節首

句排起來，便可大致看出全詩的進路，「影」的不同象徵意義和衍生的「轉喻」： 

 

詩節 首句 全節梗概 備注 

一 影！你二十年來伴我親人！ 自況處境：害怕

孤清 

「影」的轉喻：烏鴉—— 

你是否擔心我夜坐零仃。 

樹上烏鴉模糊的夢語。 

或鄰座餓鼠竊食的齒聲， 

將策我心靈喘息着疲勞， 

劫去胸懷裏掩藏的温馨？ 

 

二 影！自我踉蹌來到人間， 

你是第一個與我把手問心。 

 

化「影」為女性

愛人的形象，以

示其親密依傍

扶持的特質。 

代表詩句： 

你常如少女伴隨情侶， 

依傍我側，不，願有一刻的離

分。 

                                                      
45

 《無題草》包括「影子」意象的詩包括：第一輯之第四、五、六首；第二輯之第一、二、九、

十、十一、十二首；第三輯之第二、三、八首；第四輯之第一、四、五、六、七、八、十一、

十三首；第五輯之第三、四、六首。 
46

 見《詩人、翻譯家曹葆華‧詩歌卷》，頁 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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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節 首句 全節梗概 備注 

三 影！記得我曾向你期許，  

當一晚飛蛾戲撲紅燈。 

因影的支持，矢

志闖一片理想

的天地卻觸礁。 

理想的象徵意象：夢境—— 

料不到愛情卻擲來砂石， 

擊破了我壯大的夢境， 

…… 

不敢再有希望的光彩， 

映照我這蓬髮垢面的窮人。 

 

四 影！從此悲哀設下陷阱， 

俘虜我豪壯的靈魂。 

理想幻滅，愧對

愛護。 

代表詩句： 

影！我豈是你昔日的意中人？ 

值得你年年依傍的勞頓？ 

 

 

有了〈影〉這首詩的四個詩節所象徵的不同感情層次，那麼，我們便大致掌握了

曹《無題草》泰半的題旨。在《無題草》第一輯第一首，便已有「影」意象的出

現，而為了突顯「影」的「孤清」，詩人在許多首中都佈置了「黑夜」和「白天」

拉扯的場景，這樣才更突顯那在天地夾縫間踟躕，不知所往的孤清： 

 

聽說你走了 

踏着自己的影子 

老鴉未叫喚 

道旁的古柳 

也不曾在風中招手 

 

聽說你走了 

向着漆黑的夜裏 

大地沉默着 

悠悠的白雲 

飄散在遙遠的天邊47
 

 

和〈影〉的第一節一樣，「影子」變成了「烏鴉」這個轉喻，藉以令影子成為有意

識的主體，而「烏鴉」本身帶有凶兆化身的徵意，又進一步強化了「影」的孤清。

而「烏鴉」有時甚至成為中心意象出現在其他無題詩，令「影」象徵作用在《無

                                                      
47

 《無題草》第一輯第一首，見《詩人、翻譯家曹葆華‧詩歌卷》，頁 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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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草》中出現的比率進一步攀升。由於「影」只能黏附主體，匍匐在地，所以當

這片黑轉化成「烏鴉」後，它便得着更強主體性，彷彿是想表現擺脫受制不自由

的處境，所以在第二輯第四首，烏鴉在半空自由的打筋斗，甚至可以在塵世撒下

花式的「謊言」，明顯較被動的「影」有更強的主體性和自由意志，這便是現代性

中「個人主義」的重要成分： 

 

頭頂上掉下一莖白髮 

摔破了當年的五色夢 

在白紙上化做幾個黑字 

不敢惆悵，只看窗外 

烏鴉在半空打斛斗 

墜下一串生命的謊言48
 

 

上面這首詩顯示的情緒近似〈影〉的第二節，就是藉着將個人心底對孤獨的恐懼

投射成具體陪伴自己的意象，來鼓動自己努力生活，就像廚川白村所云將「內心

的苦悶」化成象徵以求宣洩。事實上，所謂的現代性不一定是單指驅動社會朝現

代文明方向發展的特性，還包括在這個過程中所衍生出的人類生存的窘境。如前

所述，藉象徵主義手法宣洩鬱悶，會強化個人主義，但當個人主體性愈強，便愈

易感孤單，於是便掉進一個惡性循環，而念天地之悠悠，真的不知有誰可以永遠

陪伴？曹將這份恐懼投射成「影」，再通過轉喻，將之化成「烏鴉」，賦予自我以

更大的自由意志。又為了成就「影」存在的價值，而營造了黑白對比的張力，而

在此張力中張開的正是其「夢境」。這個過程正如曹葆華所譯的葉慈的〈詩的象徵

主義〉所云，就像年輪一樣，一圈圈散開去，葉慈說這個過程既是「情緒」又是

「理智」的，前者顯示在其抑壓不住的內爆性和朦朧美；後者則顯示在其佈置意

象表現象徵含藴的匠心——葉慈說這個矛盾意緒是詩人處於「出神狀態」，筆者認

為「無題」正是這種「出神狀態」的一種表現，讓讀者一起經驗「知其言，而不

知其所以然」的想像中。可說是引導讀者一起「出神」去聯想蹁躚的手法。 

                                                      
48

 《無題草》第二輯第四首，見《詩人、翻譯家曹葆華‧詩歌卷》，頁 16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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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曹在《無題草》中經營的音樂性，也算是理智拓展「純詩」特質的表現，

而且從其多元化的經營手法看，其手法已臻靈活運用的地步，例如之前分析過的

頭尾韻齊押，以收迴環往復的效果。又例如同樣在第二輯第四首中，首節嚴格上

算不上押韻，只能算是「押寬韻」，例如「字」（zi）跟「外」（wai）；「斗」（dou）

跟「語」（yu），但在最後一節除了押韻嚴格了，連字數也很均整： 

 

瞻望前路，好像孤魂 

背着冷風在望鄉台上 

看不清前生是貓是狗 

到今朝披起人的皮囊 

在這崎嶇的萬里道上 

哭了又笑，笑了又哭 

 

其中第二、四、五句押韻（ang），第三和第六句則算是押寬韻。如此先寬後嚴的

聲韻佈置，反而更突顯最末節的音樂性，更令人留下餘韻裊裊的印象，加上詩最

後兩句指縱然路途崎嶇，卻能哭笑隨意，不無笑傲江湖的灑脫情態，這樣的率性

配上嚴謹的押韻，便在情韻上更予人收放自如的感覺。 

 

 正如孫玉石所言：曹的「詩歌形式也漸由過於整齊的格律，變為詩句伸縮自

如，外在仍看似整齊，內裏卻由許多短行與散文化詩句構成；詩情傳達上流暢浪

漫，情懷的直呼逐漸走向意義不定的意象暗示、藝術錘鍊、藴蓄、堅硬的追求更

加明顯了。」49
 除了詩人內在情緒有規劃地配上了意象後，便變成了外在情感，

便於表達。除了「影」、「烏鴉」、「夢」的意象外，在《無題草》中，「畸零人」也

是曹創作出來表現情緒的意象。例如第二輯第八首： 

 

千重門外湧起了輕雷 

畸零人榻上睜開夢眼 

                                                      
49

 見《詩人、翻譯家曹葆華‧詩歌卷》，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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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敕令，誰的法力） 

萬古戰爭霎時間歇止 

留下黑蟻在腳下爬動 
50

 

 

曹葆華筆下的「影子」有在黑白之間酣睡的特質，如果想賦予影子較大的主體性

或自由意識，讓它更大程度上可介入現實處境中去「作業」，但如果想深化影子變

形、歪曲的特質以營造荒謬的氛圍，讀者未嘗不可將「畸零人」視為「影子」又

一變體或曰轉喻。在上引的一個詩節可見「畸零人」是給震盪的時局（門外輕雷）

所吵醒。醒來發覺戰爭後滿目瘡痍的荒原景象，頓感孤寂：「留下黑蟻在腳下爬動」，

這裏「黑蟻」可能也是「影子」的轉喻。 

 

 接着第二詩節就是這荒原景象如何刺痛「畸零人」的心： 

 

莫向破壁上觀看山河 

原始的洪水正氾濫着 

怎忍聽母喚兒，兒叫爹 

千年的古城一旦傾圮 

攔不住風沙颳過心上 

 

於是「畸零人」只好嘗試再躲回夢中去，卻發現「夢境」滲入了現實的慘狀，已

無復當日無罣礙的白日夢了： 

 

回到夢裏，兩隻芒鞋 

已跨不過千重鐵欄 

杯中水化成了滔滔大海 

那得向上天招取星光 

照出下界，幾滴憐淚…… 

 

詩人雖沒有明言「畸零人」之「畸點」，但我們大概知道那回不去「原夢」，便是

其「畸」之所在，而成了「戰後」荒原上孤獨身影，故曰「凋零」的「零」。這可

                                                      
50

 見《詩人、翻譯家曹葆華‧詩歌卷》，頁 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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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跟艾略特常涉的「戰後荒原」的處境相當接近，這種面對百廢待興的孤零感亦

是現代性的常見的情緒反映，甚至是現代詩人常觸及的思考命題，亦是〈影〉第

三詩的含藴：「因影的支持，矢志闖一片理想天地卻觸礁」。這其實是相當於《現

代詩論》中梵樂希的〈前言〉中所指的純詩可望而不可及的精神境界。 

 

 另外，《無題草》中還有一首是寫「畸零人」的黃昏冥想： 

 

畸零人坐在藤椅上 

看黃沙吮舔着破窗紙 

像小貓，三隻，四隻 

沒有白布扯起長橋 

搭上萬里外的高標 

看山下黃髮小兒童 

捧起了大半錠白銀 

正望着雲天淒然欲哭 

 

恍惚滴下兩顆冷淚 

凝成了重重的火山 

延燒到迢遠的星球上 

經過了一千年，二千年 

天使們交叉着翅膀 

飛過滔滔不息的天河 

也低着頭不敢窺視 

呵，一股冷風突然吹起 

 

吹閉了沉重的眼皮 

彷彿有一輪騾車走過 

乘載着自己的靈魂 

駛入不知名的黑洞 

一面呻吟，一面咽泣 

驚起了死去的太陽 

圓睜着血紅的巨眼 

從灰霧中吼叫着滾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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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燈了，剛好七點鐘）51
 

 

詩的第一節還是頗有傳統中國風的意象，如藤椅、黃沙、窗紙、長橋、銀錠、雲

天等，到了第二、三詩節，意象便變得西洋風，還帶着點科學味如：火山、星球、

天使、黑洞、太陽、巨眼等都是，而最末節更是典型的西方死神駕着「篷車」來

接走「靈魂」的場景。而這首詩中的「畸零人」之所以仍可視之為「影」的轉喻，

乃在於他擁有「影」在「黑白之間徘徊」的特質—— 詩的第一節主要是「白色主

調」：白布、白銀、雲天；而詩最末節則是相反的「黑色主調」：黑洞、死去的太

陽、灰霧，而這黑白調子的對比便成了「畸零人」的「畸點」，就是在夾縫中的踟

躕。這首無題詩所寫的是從本來抵禦黃沙的雄心到黑洞中的呻吟和飲泣的過渡，

相當於〈影〉第四節的心理狀態：理想幻滅，愧對愛護。所以詩人最後說「關燈

了」，擺出一幅既沒出路便懶得多想的姿態，而「剛好七點鐘」則顯示那是處於白

晝和黑夜之間的黃昏時段，詩中遂有第一和第三詩節的對比。 

 

 曹的詩至《無題草》，押韻已比較隨意，已不刻意遵照甚麼詩體的押韻套格，

但有一點卻是曹很努力恪守的，就是每首詩各詩節的句數都相同，好像上引一首，

一段八句，之後詩節都是句數一樣，造成一種頗統一的節奏格局。廢名所倡新詩

該是「詩的內容，散文的句子」的主張，在《無題草》中有很大程度呈現。首先

就是在「詩的內容」上，集中主要是通過象徵來成就，來保持詩的藴藉委婉，而

其「無題」的安排，令讀者更有空間去推敲象徵的含意。事實上，曹是頗有意識

地將《無題草》變成自己慣用象徵的「編碼冊」——詩人通過反復且有序地使用相

同的意象，讓讀者真正可輕易地「解碼」，並積存籌碼去解讀其他作品。通過這樣

的一個雙方編碼過程，詩人可說已把「無題」的意義發揮得淋漓盡致，是相當有

部署的寫作計劃，整個方向和構築形式，相信詩人從翻譯《現代詩論》得到頗多

的啟發。正如魯迅在翻譯廚川白村的《內心的苦悶》後創作《野草》一樣。整部

                                                      
51

 見《詩人、翻譯家曹葆華‧詩歌卷》，頁 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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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題草》就如《現代詩論》的「第二重藥效」所言，是「純詩和象徵作用」相

互交替發揮作用所推動的「馬達運動」。如此理性與感性並用的寫作實踐其實就是

「現代性」的一大體現。 

 

 另外，曹在《無題草》中亦更新了不少意象的象徵意義，最明顯的就是「影」

的含義。在中國傳統詩詞中最著名使用「影」意象的作品要算是李白的〈月下獨

酌〉：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 

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 

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在這首詩中，「影」是詩人自我的投射，是孤獨時的最忠實伴兒，可說是主體性的

延展，多不含叛逆性。西方文學中的「影」則帶點叛逆性，例如安徒生的故事中

便有一個名為〈影〉的故事，講述一個影子如何擺脫主人，並巧用機杼娶得富家

女，然後回來迫潦倒的主人認作自己的影子，最後還誣衊成了影子的主人，將他

處死。曹葆華筆下的影子則可說是中西方影子特性的揉合，在《無題草》以前，

曹詩中的「影」還是較純粹的「伴兒」性質，後來在《無題草》中，詩人則通過

「烏鴉」、「螞蟻」和「畸零人」等轉喻來提升「影」意象的自主性，同時也令其

象徵意義得着進一步的拓展。曹對「影」意象的執迷，在近代中國詩人中可說是

相當罕見和明顯的，奇怪的是，歷來竟沒有少人闡釋過。這種執迷反映了詩人對

「主體性」的關注和思考，而這正是現代性在一向強調「人倫關係」和「社稷大

任」的中國社會中的冒現。觀乎「影」意象的演變，我們有理由相信跟《無題草》

差不多同期進行的《現代詩論》的翻譯，當中多次強調要重視個人情感藉象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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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至的轉化和昇華，乃對《無題草》的創作或多或少起着點撥的效能。而曹在《無

題草》的編碼過程中，其實亦翻新了不少傳統中國意象的象徵作用，亦是締造「現

代傳統」的表現。 

 

 再者，在《無題草》中，詩人較以往用多了「散文句子」，這大概由於「意象」

本身的含意已頗為含蓄，所以便可以直白的句子來加以稀釋，拉疏詩的密度，給

讀者製造呼吸的空間。故此讀《無題草》，雖然沒有題目的點撥，但只要掌握了詩

人的編碼原則，便會豁然開朗。另一方面，在《無題草》中，詩人因引入和經營

了不少新意象，所以再不用像以往那樣以男女情愛來喻理想的追求，曹的《無題

草》，可說是「活化」了李商隱以來的「無題詩」傳統。詩人在《無題草》中也刻

意以多元手法來設計所謂的「純詩」的音樂性，令「無題詩」在解放格律和主題

束縛之後，依然在「音樂性」方面有一定的回應和創新。 

 

3 李金髮對象徵主義的「異域」開拓 

 談到中國的象徵派詩，當然不能不提李金髮。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

集》的編選「導言」中以李金髮為一支「異」軍。這「異」主要是圍繞李「詩怪」

之稱 
52

—— 自從黃參島於二十年代稱李為「詩怪」後，53
 李詩的「怪」便成了闡

釋其詩的焦點。當中褒的當指李的詩夠創新，對象徵主義在中國有開拓的領頭作

用。就周作人讀到李金髮的詩稿時便稱讚：「國內無有，別開生面的作品」。54
 而

貶的則有黃參島所云覺其晦澀難懂；蘇雪林也指責李金髮的「詩文朦朧恍惚驟難

了解」；55
 更有人指他是「貶壞語言」的「罪魁禍首」。56

 朱自清則嘗試較中肯地

                                                      
52

 見朱自清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上海：良友圖書，1935，頁 7。 
53

 見黃參島：〈《微雨》及其作者〉，《美育》第二期，1928 年 12 月，頁 211-216。 
54

 見李金髮：〈從周作人談到「文人無行」〉，《異國情調》，商務印書館，1942，頁 34。 
55

 見蘇雪林：〈論李金髮的詩〉，《現代》第 3 卷第 3 期，1933 年 7 月，頁 347-352。 
56

 孫席珍於 1981 年 4 月 25 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持的現代文學討論會上的發言。

詳見卞之琳：〈新詩和西方詩〉，《卞之琳文集》中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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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着解釋李詩的「怪」：「他的詩沒有尋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來

卻沒有意思。他要表現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覺或情感；彷彿大大小小紅紅綠綠一串

珠子，他卻藏起那串兒，你得自己串着瞧。這就是法國象徵詩人的手法；李氏是

第一個人介紹到中國詩裏。」57
 朱自清所云的「串兒」就是詩中的內在邏輯脈絡，

但李金髮把整道珠鏈都擠滿珠子，完全沒有露出「串兒」的空間，這樣的一串念

珠根本無法讓人邊默唸邊撥動珠子的可能。事實上西方的象徵派詩人也不主張切

斷「對應意象」與「內在情感」的關係，例如波特萊爾的〈契合〉一詩就是強調

這種聯繫。這是李金髮詩之「異」的第一層次。 

 

3.1 「雜糅」而成的「異域」 

 本節標題中提及的「異域」來自賀昌盛之論李金髮，他指李 19 歲時便負笈法

國留學，從沒有接受過完整道地的中國傳統教育，沒有真正受過白話新詩的洗禮，

所以他的語文是看得懂一點文言，卻又不完全掌握白話；讀得懂法文，但又未達

於精通。如此鬆散的語文根基，再加上他駁雜地汲取不同的詩歌養分，又會通過

翻譯來內化養分：「李金髮接觸過的西方詩歌非常駁雜，如果我們把他讀過、譯過

或受過影響的西方詩人開列一個名單的話，差不多可以組作一部概略的『歐美詩

歌史綱要』了……可以說，在象徵主義的基礎上，李金髮對他所接觸到的流派不

同、個性各異的詩幾乎進行了一番『雜糅』，諸如題材的借鑒、意象的移用等等，

這一點在他的詩中是比較容易察覺出來的。」58
 而正是這樣的「雜糅」，令李金髮

的詩顯得像一種「翻譯語體」—— 非純粹的歐式句法又異於漢語思維規範。59
 這

種語體一方面在長句和新詞的陶鑄上協助白話的成長，另一方面卻又使之跟公共

生活脫節。 

 

                                                      
57

 見《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頁 8。 
58

 見賀昌盛：《象徵：符號與隱喻——漢語象徵詩學的基本型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7，頁 43。 
59

 見《象徵：符號與隱喻——漢語象徵詩學的基本型構》，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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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卞之琳可說是對於李金髮以「雜糅」語言譯詩針砭得最多，力度最猛的評論

者：「過去李金髮首先介紹的法國 19 世紀後期象徵派詩，原來都是格律詩，而條

理清楚，合乎正常語法，在他白話文言雜糅的譯筆下，七長八短，不知所云，一

度影響過我的所謂『象徵詩』。」60
 而李的「雜糅」譯筆明顯影響了他的創作，所

以卞之琳對李的這種轉移不無鞭韃以作警示： 

 

李這樣的翻譯，也就這樣創作（如果詩作本身也可以說是一種由外到內、由

內到外的翻譯過程，那麼這樣的詩創作就是一種錯位的過程）。波特萊爾的著

名十四行詩《應和》（Correspondences）以形象語言發揮「交感」或「通感」

的意思，向被文學批評家認為是象徵派詩憲章，仿此而言，李金髮作詩、譯

詩恰成一種「錯亂」。影響所及，對於今日國內的所謂「朦朧詩」（這個名稱

實為反對者給予的貶詞，本身實也不通，「朦朧」可以成「體」嗎？）倒像作

了先導。當然這種詩的「崛起」，看來主要不是直接繼承李金髮衣鉢而出於對

庸俗化「正宗」詩風的反響，並另有新外來影響 —— 直接通過不求甚解而

閱讀西方時髦原詩式間接通過耽溺於字面上大致不差的譯文。61
 

 

李金髮的「雜糅」示例可說是反證了前面所論，從翻譯吸收創作養分，是必須具

備一定的寫作觀念的秉持作龍骨，知道應撿些甚麼來吸收，同時要具備詩學訓練

作篩，知道應擺脫甚麼影響，始能將別人表現的情感跟自己內在的情緒結合起來。

正如卞之琳所言創作也是一個內在翻譯的過程，如果用「信」和「達」來概括，

便會衍生出一點新意：所謂「信」就是自己要先明瞭和把握自己想創作的目的和

目標，也就是創作的初衷，這樣才可以抵禦來自「異域」的文化衝擊：而所謂「達」

則像波特萊爾的〈應和〉所言，發揮「交感」或「通感」，搭連意象和情緒之間，

意象和意象之間的連繫，使之讓讀者更易有跡可尋，並循詩人的編碼而進入自己

預設的氛圍和詩意中。而李金髮創作時，如他自己所言，大多只求自我層面的「信」：

「我作詩的時候，從沒有預備怕人家難懂，只求發洩盡胸中的詩意就是。時至今

                                                      
60

 卞之琳：〈譯詩藝術的成年〉，《人與詩：憶舊說新》（增訂本），收入《卞之琳文集‧中卷》，

合肥：安徽出版社，2002，頁 507。 
61

 卞之琳：〈翻譯對於中國現代詩的功過〉，《人與詩：憶舊說新》（增訂本），收入《卞之

琳文集‧中卷》，合肥：安徽出版社，2002，頁 54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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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果然有不少共鳴的心弦在世上。—— 我的作風普遍了。我絕不能跟人家一樣，

以詩來寫革命思想，來煽動罷工流血，我的詩是個人靈感的絕錄表，是個人陶醉

後引吭的高歌，我不能希望人人能了解。」62
 李金髮所表現的「信」，其實還在於

「相信個人情感有表達的價值」，由於傳統中國詩歌主要是局限於士人階層，新詩

要普及，除卻要解放格律和改文言為白話外，更重要的是強化了詩人的「個人主

義」，讓詩人相信尋常生活也有值得藝術表現和記錄的價值。雖然李金髮的詩本身

未必可以輕易地做到「達」於羣眾的普遍化效用，但他忠於個人情感的創作態度，

則有助鼓勵普羅大眾勇於表達感情，並化之為作品。覃子豪竭力為李金髮護航時

說：「李金髮確給五四運動後，徬徨歧途的詩壇開拓了一條新的道路。他確曾從法

國象徵派學到較之創造社和新月派更為高明的表現技巧與塑造意象的方法。」63
 除

了表達技巧的開拓，李金髮還藉着「異域」移植過來的象徵主義中，好用一己想

像力的主張，無意中協助演示了新詩創作達於羣眾的例證，令新詩得以因更多個

體參與而獲得更多元發展的推力，亦可算得上是對現代性的加持。 

 

3.2 蓋棺後的文本分析：〈棄婦〉與〈印象〉的情懷 

 現在論及李金髮的評論，大多都以其詩晦澀難明，積極移植法國的象徵主義

手法云云，卻鮮有真正拿李的作品仔細作文本分析，文學史概論限於跨度大篇幅

小，故然如此，但即使是李的單篇專評，大多是引〈棄婦〉、〈生〉等李的代表作，

簡略說一二句，以附會其詩晦澀難解之例證，彷彿李詩已不值一哂，而「失敗實

驗」之評價更是蓋棺之論似的。不可否認，李詩跳躍，正如朱自清所云李愛「遠

取喻」，卻沒有清楚佈置本體和喻體之間的連繫軌跡，64
 為閱讀帶來相當的負擔，

但仔細看卻發現李並非全部作品均是如此晦澀的。就拿常給引用的〈棄婦〉來分

析一下，未嘗不可以理出李詩中的實驗套路。〈棄婦〉是李金髮第一本詩集《微雨》

                                                      
62

 李金髮：〈是個人靈感的紀錄表〉，《文藝大路》第 2 卷第 1 期，1935 年 11 月，頁 3-4。 
63

 見覃子豪：〈論象徵派與中國新詩—— 致蘇雪林先生〉，《論現代詩》，台北：曾文出版社，

1982，頁 147。 
64

 見朱自清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上海：良友圖書，1935，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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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第一首。在《微雨》的導言末尾特別交代了封面的構築過程：「本欲以新成的

雕刻飾封面，因一時來不及，故把素愛之羅丹的“L’éternelle idole”（詩人自注，〈永

恒的偶像〉）去替代。」65
 〈永恒的偶像〉的造型描劃一對情人，男的跪着，俯身

把臉埋在女的胸口下方，女的只好微微仰身向後迎合。我沒見過李所形容的初版

《微雨》的封面，但照他自己的描述，那男女雕像都是祼體形象，李金髮曾如此

評論盧森堡博物館中收藏的一座祼女與天鵝的大理石像：「這種題材，何必拿來公

開。西方文化色情成分太濃，委實令人不解，無論在教堂裏、宮殿裏的壁畫，到

處都是祼體，使人難堪。」66
 以一位會做雕塑，愛羅丹雕塑至會將之作為封面的

人，一定明白西方的祼體乃在於以肌肉的繃弛來彰顯個體的內在情緒狀態，可說

是將自我代入到那個雕像所設定的處境中去呈現，也就是通過外加的感情投射來

表現從內到外的情緒變化。這不啻是個人主體轉移的創作手法，可說是個人主義

興起後的一種現代藝術表現手法。而羅丹跟米高安哲奴等作品的最大分別乃在於

文藝復興時期的雕塑，雖同樣着重科學地顯現肌腱的張力來表現內心掙扎，卻大

多傾向服務宗教性主題，大多未能擺脫神權來表現更血肉的人間；反之，羅丹卻

更大程度擺脫宗教主題的束縛，着力表現醜惡現實中的人性光輝。李金髮一方面

對西方文化展現最大的接納尺度，通過翻譯去內化不同國家的詩歌主張和作法，

另一方面又以東方文化本位來責難西方藝術中的裸裎，在吸納外在文化的歷程中，

這樣的矛盾心態可說是在包曼所謂的「固態現代性」和「液態現代性」之間的權

衡，而這樣的調校軌跡實際上可說是現代性的一種展現。 

 

 每次讀〈棄婦〉，我便會想起羅丹的一個名為〈老妓女〉的作品—— 一個乳房

乾癟下垂滿皺褶的老婦人，低着頭，露出羞愧的神情，連自身的雙臂彷彿也嫌棄

那雙給許多人親過捏過的乳房，而盡力避開外掰，整個雕塑就是要展示一個人類

                                                      
65

 見《李金髮詩集》，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7，頁 5。 
66

 見李金髮：〈浮生總記〉，陳厚誠編選：《李金髮回憶錄》，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88，

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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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騰折的共有困境，沒有神權的救贖，只有對無間地獄的忍受（這是大部頭的

《地獄之門》中的一個小部件）。正如熊秉明在闡析《地獄之門》的另一個重要女

體時指：「羅丹的〈夏娃〉，不但不是處女，而且不是少婦，身體不用豐圓，肌肉

組織開始鬆馳，皮層組織開始老化，脂肪開始沉積，然而生命的倔強鬥爭展開悲

壯的場面。在人的肉體上，看見明麗燦爛，看見廣闊無窮，也看見苦澀慘淡，蒼

茫沉郁，看見生，也看見死，讀出肉體的歷史與神話，照見生命的底藴和意義，

這是西方文化所特有的，也是西方雕刻靈感的泉源。」67
 羅丹通過如實展現被嫌

棄的「肉體」特質來突顯自己對其良善特質的不棄，也更能突顯人性的掙扎，這

不啻就是波特萊爾《惡之華》相近的創作原委，亦是詩歌現代性的突顯。讓我們

且帶〈老妓女〉的形象去閱讀〈棄婦〉的第一節： 

 

長髮披遍我兩眼之前， 

遂隔斷了一切羞惡之疾視， 

與鮮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 

黑夜與蟻蟲聯步徐來， 

越此短墻之角， 

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後 

如荒野狂風怒號， 

戰慄了無數游牧。68
 

 

上面一節已可以看到詩人重現了一幅很有「雕塑感」的畫面，首兩句所產生的視

覺效果跟〈老妓女〉之「低頭」和「雙臂外掰」相近，都是「隔絕羞惡感」的表

現，不同的是「老妓女」的羞恥感是從內而外，而「棄婦」則是「從外到內」，詩

人通過「黑夜」和「蟻蟲」等令人惶然的意象將外襲的過程具象化。接着「狂呼

在我清白之耳後」一句其實是最教人費解。首先究竟「我清白」是棄婦的狂呼，

還是狂呼在棄婦清白之身的耳後方怒吼？姑勿論是何者，總之「我清白」三字進

一步反襯前面「羞惡感」，使之顯得更沉重。之後進一步把棄婦的悲涼引到「荒野」

                                                      
67 見熊秉明：〈肉體〉，《關於羅丹》，上海：文匯出版社，1999，頁 72。 
68

 見《李金髮詩集》，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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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場景，更令那「羞惡感」顯得「不文明」和「野蠻」。 

 

 接着詩的第二節首句是「靠一根草兒，與上帝之靈往返在空谷裏」，很明顯表

達了一種跟形而上神權聯繫的渴望，只是這些阻隔凡人跟神聯繫的「隱憂」是即

使「夕陽之火」也沒法使之化成灰燼，於是在詩最後一節，詩人將人給遺棄的孤

寂上升至整個文明世界層面： 

 

衰老的裙裾發出哀吟， 

徜徉在邱墓之側， 

永無熱淚， 

點滴在草地 

為世界之裝飾。 

 

如此看來這首詩旨在發揮「以一表眾」之效，正如存在主義哲學所云，人就是給

「投擲」於世上的孤兒，所謂「存在先於本質」，就是強調人必須靠外界事物來定

義自己的本質。也就是說〈棄婦〉所記的並非單一個體，而是整個世界的共有命

運。也就是說，「棄婦」的命運不局限於一人，而是大眾層面，那種處身龐然的孤

獨感亦是現代性裏常見的現象。整首詩，其實旨在提示現代人被「棄」的處境。 

 

 其實李金髮詩中不乏展現對人類共有困境的主題，例如，下面這首〈印象〉，

文句較明朗清通，但沒有多少論者留意，這詩最特別之在於其斷句安排，總是在

「不恰當」的地方迴行，令人讀下去彷彿是連續不斷的散文句子，營造了內心印

象急不及待連綿湧出的感覺： 

 

在不可數之年月裏，上帝給我們同 

一之睡眠，愛慕，花香，月夜，秋色，從沒 

方法把他們勾留在生活永久裏， 

如今橡林後復由灰變紫，我感到戰慄 

在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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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的衰病，攻打我金髮之頭，如秋 

深的霧氣，欲使黑夜更朦朧。 

 

究無多少榮光，粉飾，生平情愛，贏得 

電掣時光的糾纏。呵我的印象，女神 

之侍者，我在遠外望見你，沿途徘徊 

如喪家之牲口。 

 

究竟致命的哀怨，抱憾在可怖之空 

間裏，—— 我心頭愛慕之位置既充 

滿食客之座。 

 

斯人憔悴了，呵，馬媚，給我一個安慰， 

我再無眼淚流向君，取我一切所有 

去，但無接近我深紫之唇。69
 

 

全詩就是在慨歎上天給人間許多美好事物，但人卻無法將之好好留存下來，第一

詩節的末兩行，詩人寫橡林「由灰變紫」，營造死寂的氛圍，以烘托過渡至下一節

「世紀的喪痛」，同樣，是意欲揭櫫羣體大我的衰敗命運。詩在最後一節，這大我

的衰運全壓在「我」一人身上，詩人以「我深紫之唇」來呼應第一詩節中變紫了

的橡林。這首詩所云的「印象」是指面對世界頹敗的荒原景況，「我」該如何自處？

在第三節，詩人以「你」指稱「印象」，並描述為「女神的侍者」，是「喪家之牲

口」，這個「你」其實也是詩人自己的投射，詩人在第二節指「世紀衰病」攻打「我

金髮之頭」，「金髮」當是自己筆名的意象，詩人在〈我名字的來源〉指之所以改

此筆名乃由於 1922 年夏在巴黎，在病中老「夢見一個白衣金髮的女神」領他遨遊

空中，所以覺得自己沒病死，應是這女神的拯救。70
 這首〈印象〉應是詩人寄寓

如果自己那次沒有被拯救而病死的情狀，進而將自己的病上升至「世紀」的病，

通過這首詩，詩人是要自勉，努力以「藝術」拯救世界，這才是女神給他的使命。

而藝術可以抒解內心苦悶，讓詩人整理自己的思緒，做到「知己所言」，就是所謂

                                                      
69

 見《李金髮詩集》，頁 388-389。 
70

 見李金髮：《異國情調》，重慶：商務印書館，1941，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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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然後通過創作改造社會，也就是「達」的境界。這可說是法國象徵主義

詩人如波特萊爾創作《惡之花》的志向，這種揭櫫醜惡真相以求喚起社會關注的

先鋒衝動也是現代性的一個稜面。 

 

3.3 蓋棺後的文本分析：「當我死時」的假想 

 從〈棄婦〉和〈印象〉兩詩，我們大概可以歸納出李金髮所思考的其實是人

如何面對被棄於世間的命運，而這種孤絕的景況則往往通過如〈印象〉中所描繪

的「當我死時」的聯想。如果細心讀李的四本詩集，便會發現他對「死」的命題

相當執迷，有大量跟「死亡」相關的詩作如〈死去〉、〈生之疲乏〉、〈假如我死了〉、

〈自輓〉、〈死〉、〈悼〉等。當詩人進行「當我死時」的假想時，其實是在投射一

個「鏡象」，將之與心中自我的「原型」相對照，從兩者的差異往往可突顯詩人在

現實和理想拉鋸下所成就的生命意義。在中國傳統的詩歌中，便有陸游的〈示兒〉：

「死去原知萬事空，/ 但悲不見九州同。/ 王師北定中原日，/ 家祭無忘告乃翁！」

詩人因無法看見國家統一而感到悵憾，就是「鏡象」和「現實」的對照下所產生

的落差。在西方狄瑾蓀（Emily Dickinson）可說是常作「當我死時」假想的詩人，

例如她編號 465 的一首： 

 

I heard a Fly buzz – when I died – 

The Stillness in the Room 

Was like the Stillness in the Air – 

Between the Heaves of Storm 

當我死時—— 我聽見一隻蒼蠅的嗡嗡聲 

屋內的靜寂 

如同暴風雨中兩次撼動間—— 

空中的靜寂71
 

 

 

可能由於狄瑾蓀長期隱居的緣故，故其「當我死時」的假想僅限於個人層面，而

且詩依然仰仗神權的救贖和永生的美好願景，所以詩的結尾也顯得較為平靜： 

 

                                                      
71

 艾蜜莉‧狄金生著，曾恆秀、賴傑威（Geogre W. Lytle）譯：《艾蜜莉‧狄金生詩選》，台北：

貓頭鷹出版，2000，頁 122-123。 



盪懷生家國：中國新詩與現代性 1917-37 

188 
 

With Blue – uncertain stumbling Buzz – 

Between the light – and me – 

And then the Windows failed – and then 

I could not see to see – 

 

帶着藍色—— 躊躇蹣跚的嗡嗡聲—— 

在我與光之間—— 

然後窗子暗了——之後 

我的視覺喪失看見—— 

 

但李金髮的假想則和波特萊爾相近，較多涉及在黑暗世道中，自己詩人的使命幹

得是否稱職。這大概是象徵主義詩人所處的「終極關懷」淪陷的時代，且把李金

髮和波特萊爾的兩首詩併讀，俾便對照： 

 

李金髮〈假如我死了〉 波特萊爾〈快樂的死者〉 

假如我死了， 

你可以走近我的牀前， 

（當然不須說話） 

在我所有的詩卷裏 

你可以找到 

「水流花謝」 

「人和臭蟲的比喻」。 

我的眼睛無力再看， 

雖然如此深黑； 

你的心跳， 

我的心停了。 

穿起你臨終的長裙來， 

歌一陣“The castle by the sea” 

或能引火神的憐憫， 

去了呀， 

大家不說辜負。 

哭既不能； 

悲更何必。 

打量我們的經營？ 

晚了！ 

我將手放近腰兒， 

假如你不害怕， 

雖夜影四合， 

我們總可勾留： 

十秒或一刻。 

在一片爬滿了蝸牛的沃土上， 

我願自己挖一個深深的墓坑， 

可以隨意把我的老骨頭攤放， 

睡在遺忘裏如鯊魚浪裏藏生。 

 

我痛恨遺囑，我也把墳墓恨煞； 

與其苦苦地哀求世人的淚眼， 

我寧願活着的時候邀請烏鴉 

把我那醜惡的屍骸的血吸乾。 

 

蛆蟲，黑色伴侶沒眼睛沒耳朵， 

看哪，來個死者自由又快樂， 

享樂的哲學，腐朽的子孫們， 

 

快穿過我的廢囊，用不着悔恨， 

告訴我，他可還能受甚麼折磨？ 

這死在死人中的無魂老軀殼！72
 

 

 

                                                      
72

 波特萊爾著，郭宏安譯：《惡之花》，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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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我不能再記憶你的名兒！ 

Madeléne, Hélène, Charlotte……？ 

吁，告訴我 

（如我們初識時） 

最後一秒了 

給我一個明白。 

 

李詩中的「你」，應該也是指那曾夢見的金髮女神，因詩末提及的三個名字都是希

臘神話中女神的名字。詩人想像自己臨死時就只有對那曾救過他命的金髮女神有

所交代，那女神可說是李一生人所建構的終極意象，她不獨象徵厄困時的拯救力

量，更象徵評斷詩人一生功過的標準，雖然李金髮自傲地說寫詩不求別人明白，

但他卻在這首詩的結尾要求女神給他一個明白，讓他知道自己是否已完成使命。 

 

 相較起來，波特萊爾對塵俗亂世的抗拒，較之李金髪更激烈。他睥睨「遺囑」

和「墳墓」這些死後的牽絆，更拜託蛆蟲將靈魂從臭皮囊中釋放出來。正如劉禾

所言，個人主義將人從「家」和「國」的枷鎖中解脫出來，可以自由實踐所想，

但個人主義其實亦令人更能宏觀地看清世道或羣族的共同命運，也更能面對人給

拋棄於世界裏的荒謬感，並嘗試去改造世界，從而推動社會向前，這亦正是現代

性的體現。歷來論述李金髮的詩主要集中在其行文，主要都是針砭他中英湊合，

文白夾雜，句構病於歐化，誠然這樣的論調不無根據，但我們總不能以偏蓋全地

因李的這些問題便完全抹殺其開創之功，實在應多留意詩人如何經營自己的寫作

主題的發展軌跡。從〈棄婦〉到〈印象〉，再到〈假如我死了〉，如上所析，我們

可以看見詩人經營的匠心；而其中從「棄婦」到「金髮女神」，我們也可看到李在

選用意象和經營其象徵含意上，實在不能不說他在溶鑄中西方象徵上有着一定的

功勞。 

  



盪懷生家國：中國新詩與現代性 1917-37 

190 
 

4 侯汝華與現代派 

 一直以來，對侯汝華的了解都是通過不同的詩選和點評，瑣碎得像在萬花筒

來回折射的浮光—— 在藍棣之編選的《現代派詩選》中便收錄了侯的詩作共九

首，可見他被普遍認為屬現代派詩人，而在眾多現代派中之所以選侯作重點闡析

焦點，乃在於侯可說是象徵派和現代派之間的過渡人物，通過檢視侯的轉變，我

們便可知悉新詩在此發展階段中呈現過怎樣的考量和掙扎。加上，侯於二十七歲

早夭，其詩集已絕版多時，流傳甚少，所以相關的分析便更少。新近在香港出版，

由朱少璋編校的《海上生明月—— 侯汝華詩文輯存》可說是研究二、三十年代

象徵派過渡至現代派的重要文獻。說侯是過渡人物乃因他明顯受過李金髮的影響，

而李詩的「怪」卻不被「現代派」所認受，例如《現代派詩選》包括了侯，卻沒

有收錄李金髮的作品。李金髮為侯的詩集《單峯駝》作序時指集內處處是「自己

的身影」，73
 不無自我吹噓之嫌，令侯的作品陷入了他的「影響的焦慮」中，失

去自身的光采。李在短序收結時還特別提醒侯可多讀「法國各家的詩」，這樣憑

侯的想像力，應該會有「更豐盛的收穫」，74
 而沈達材的〈論詩 —— 致侯汝華

先生〉不無為侯平反的意味，沈特意轉述侯來信的觀點，以示侯的想法跟李金髮

預測的發展方向有明顯不同： 

 

原來，所謂象徵，是一種形而上的抽象的東西，其意境是神祕的，憧憬的，

是將現實蒙蔽在渺茫虛幻底意識底下，而將情感隱藏起來的。固然，它也

有好處；可是這是好處，我們的詩人並沒有學會，學過來的，是一些神祕

的意味和看不懂的字眼。這趨勢自李金髮以後，是更形擴大的。因為要表

達象徵的意味，不得不在字句做工夫，而故意夸〔誇〕飾，故意閃爍，以

達目的。本來是自由的詩，卻反而成為有限制多拘束的東西了。新詩到了

這地步，是必須革命的。—— 當然，着手第一步還是形式的問題。所以你

說的平淡的字句這個問題就值得討論了。75
 

 

                                                      
73

 詩集《單峯駝》只見過相關紀錄，例如李金髮所撰的序言，卻沒見過這本詩集的印刷本。 
74

 見朱少璋編校：《海上生明月——侯汝華詩文輯存》，香港：匯智出版社，2018，頁 420-421。 
75

 同注 2，頁 42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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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的這句「平淡字句」很清楚表示了有意扭轉當時象徵派的玄祕詩風，而沈就侯

所謂的「平淡字句」有頗詳盡的闡釋 —— 「拒絕光怪陸離的想像，而以真實作為

基礎的。它是表現的，不是敍述的，是有靈感的，不是乏味的……它必須以情感

作中心。」76
 當然這該是沈借侯「平淡字句」之題所作的發揮，但最重要的是侯

並非完全覆蓋在李金髮的陰影中，他甚至思忖如何撥亂反正，締造平衡。這個「平

衡」可說是現代性的體現，相信正是朱少璋指侯是「不能繞過的作家」的原因。 

 

 李金髮給侯的《單峯駝》所作的序寫於 1933 年，也就是距視為象徵主義在

中國發端的《苦悶的象徵》的翻譯不足 10 年，象徵主義手法到了李金髮時已呈

現「失衡」狀況 —— 就是過份着重展現外在對應意象而忽略了情感的沉澱。藍

棣之在《現代派詩選》的導言中借現代派詩人番草的主張，指現代派的詩質是「介

乎浪漫主義與象徵主義之間」；「如果沒有浪漫主義的憧憬，便缺乏性靈；如果沒

有象徵主義的渲染，便缺乏形象」。77侯汝華所謂「平淡文句」大概就是表示自

己意圖將寫作焦點扳回性靈層面之上。讀侯的作品，便會發現一個蠻特別的現象，

就是「一題多寫」，其實這現象在其他象徵派詩人如梁宗岱和曹葆華都有出現，

但似乎沒有侯那樣明顯。為甚麼象徵派詩人特別愛「一題多寫」，這大概就是詩

人在進行如番草所云的浪漫派和象徵派創作原則的契合，即詩人內在情感配對相

應意象而成就象徵的過程，就像女士逛街試裝，總會拿不同的衣款在鏡前拼在自

身上比對。這「一題多寫」便相當於如此一個試裝過程，是侯嘗試挽回象徵派詩

歌「失衡」現象的手段，這是需要部署的過程，所以現代派詩人的其中一個原則

就是「反即興」，認為詩的功能是神聖的，不應給視為酬作湊興的工具，其出發

點也是要讓詩「止於通俗」，不致陷於「媚俗」的泥沼中（詳見第一章）。如果說

「媚俗」是現代性常出現的一個負面特徵，那麼詩人努力遏止詩歌向負面特徵陷

落，當然就是一個相當理性的行為，而這當然是現代性的一個顯現。 

                                                      
76

 朱少璋編校：《海上生明月—— 侯汝華詩文輯存》，香港：匯智出版社，2018，頁 424。 
77

 見藍棣之編：《現代派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頁 8。 



盪懷生家國：中國新詩與現代性 1917-37 

192 
 

 

4.1 「一題多寫」模式 —— 尋找對應意象的掙扎 

侯的個人詩集《海上謠》的點題詩作可說是檢視詩人調校平衡的重要切入點，

重要在於此詩作雖短，但卻是涵納最多詩人慣用意象的「藍子」，且先把全詩引

錄如下： 

 

風來海上， 

雲來海上， 

人家屋頂的灶煙 

也來海上 

 

夕照的七稜色 

渲染着躑躅在街上的 

少年的肩，海的 

戀情便開着美麗的榴花。 

 

海上有一顆苦的心， 

鮫人將以為投贈 

友好的禮物而海 

便為夢的搖床了。 

 

繁星的海—— 

閃耀的燈的廳， 

水手的酒場浮在 

沈醉的春天的晚上。 

 

風來海上， 

雲來海上， 

舞女們的笑意 

也來海上。78
 

 

這首詩可說是一個「做夢」過程的紀錄 —— 只要稍稍對比一下首節跟末節，便

會覺唯一的不同是第三句，從「人家屋頂的灶煙」易成「舞女們的笑意」，就是

                                                      
78

 朱少璋編校：《海上生明月—— 侯汝華詩文輯存》，香港：匯智出版社，2018，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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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平實尋常的生活」轉變為「阿娜多姿的醉態」，在這裏必須強調詩人筆下的

「舞女」，應非我們現在所理解的「陪酒女郎」，而是喜舞的女子。 

 

而詩人在第三詩節，正如廚川白村所云「把自己『內在的苦悶』投射到象徵

上」，說「海水有一顆苦的心」。而「海」又是「夢的搖床」，詩人似乎是在表示

藉着「尋夢」來舒解苦悶。如果拿侯的〈夢的進行曲〉這篇散文來跟〈海上謠〉

對讀，我們大概便可為詩人慣用意象的解碼簿添兩道注釋。在散文開首是「黑色

的煙突冒着白色的煙」，這跟詩中首節的「灶煙」相呼應。煙，無論是工業生產

還是住家做飯使然，都是人類活動的痕跡，似乎在侯的詩中象徵現實的繁囂，充

滿營役，令人迷失，減低主體性的把持力。另在散文中，海則如詩所云是「夢的

搖床」，是啟動美好記憶以慰解「苦悶」的鑰匙： 

 

在寂寞的環境裏，他認識寂寞的雜奏了。 

從海面浮上了他的青色的記憶： 

也是這樣的明空，也是這樣的海；然而回溯起來，已經好像古代的

事了。79
 

 

而內心苦悶源於「寂寞孤單」，這大概就是侯的另一篇代表作〈單峯駝〉的「單」

所暗示的內心情態：「單峯駝走過戈壁，/ 孤寐者，請步足跡而前來，」80
 散文

最後也是以乘船到海上作結。可見〈海上謠〉可以說是詩人以夢令自己生命變得

斑斕，以抵禦現實中寂寞的想像記錄。 

 

 如前所述〈海上謠〉是詩人慣用的意象的籃子，當中包括了夢、夜、水手、

舞女（女性形象）等。這些意象條目，跟瓦雷里（Paul Valéry，或譯梵樂希）的

慣用意象相當接近。雖然無從得知侯曾否讀過瓦雷里的詩作，在侯的那個年代，

也難以確認瓦雷里的詩是否有中譯版本，令侯可以如李金髮建議那樣，多讀法國

                                                      
79

 見《海上生明月—— 侯汝華詩文輯存》，頁 297。 
80

 見《海上生明月—— 侯汝華詩文輯存》，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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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國詩歌；不過倒是有梁宗岱和曹葆華於1935年翻譯了三篇瓦雷里所作的詩論，

這些詩論之後分別收入《詩與真》和《現代詩論》，這兩書在當時頗受注視，所

以當時的中國詩壇對瓦雷里這個名字並不陌生。我倒傾向相信侯並沒有怎樣讀過

瓦雷里的詩，如果真是這樣，這些慣用意象的雷同便更有意思，值得拿來對照並

讀；而闡釋兩人象徵意義的異同，實有助深化讀者對兩者的認識。 

 

 瓦雷里有一首早年的詩叫〈夢〉，所營造的意境跟侯的〈海上謠〉很相似，

海也可以說是「夢的搖床」，詩的首段也是從「現實的岸」到「夢的海上」的過

渡： 

 

我夢幻着一種輝煌的安詳，大自然 

在岸與綿渺的飛流之間睡夢聯翩， 

擁抱着那聳着澄金色穹頂的華殿。 

搖曳着那被旗幟掩映的艘艘艦船。81
 

 

而結尾同樣是以夢中添了女性的柔情作結：「徜徉於柔情似水和微風的清新裏， / 

看萬點光色裏流水的漫漾微顫。」在侯的〈海上謠〉是以「舞女的笑意」總結。

或許單單比對這兩首詩，讀者可能覺得有穿鑿附會之嫌，但熟悉瓦雷里作品的人

大概都知道「女性形象」在其詩中有着相當重要的角色，許多時都會扮演「夢的

演繹者」，就好像瓦雷里也有一首〈自負的舞女〉：「她們踏着優美的旋律向月光

皎好的樹林輕飄。 / 鳶尾草，錦葵和夜放的玫瑰， / 因她們初綻的舞姿而倍增

風韻。 / 她們金色的手指散發着隱約的温馨！」82
 另外，其代表作長詩〈年輕

命運女神〉，「我」更通篇只求能和她溶合：「而在我和她温存的交合中，在我騰

懸的血液上 / 我看到自己在把自己凝視，並像一道蜿蜒的閃光， / 我一眼眼地

                                                      
81

 見葛雷、梁棟譯：《瓦雷里詩歌全集》，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6，頁 239。筆者並不通

曉法文，確實難以判斷譯作是否貼近原著，只能從翻譯的一般情況推斷，意象是失真率較低

的層次，故評論所及的都是意象上的對照，而不涉其他特質。而選擇這個譯本，主要是因為

這是瓦雷里詩作較全面的中文版本。 
82

 見《瓦雷里詩歌全集》，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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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心底的森林鍍上金色。」83
 詩人在結尾旨在塑造出富女性形象的夢想聖境：

「在一顆完滿感激的心靈的金色高空下， / 一股熱血的貞潔向着熾熱的烈火湧

去！」84
 無獨有偶，侯汝華也有一首詩叫〈夢〉，即使只是首短詩，但其中同樣

有一個「她」在主理「夢境」的塑造，但「她」並非如〈海上謠〉中的「舞女」

般妸娜，反而好像帶點冒失： 

 

夢是新上市的銀魚， 

昨天我輕輕的給她一個囑咐： 

「買一尾銀魚〔回〕家去吧。」85
 

 

在〈海上謠〉中，詩人明確說海是夢的搖床，在這首〈夢〉中，詩人說「夢是新

上市的銀魚」，雖然「銀魚」還隱隱透出海的味道，但卻不像「搖床」那樣聚焦

在海盪漾的浪漫情調，而是變為像市場上一樣的日常所需的買賣。之後詩人說「她」

是「很好的廚手」，但「銀魚」非進到「我」的口腹裏，而是「很愉快的已經在

她的腹中」，最後當我問及魚骨哪裏去時？「她」竟然悔悟地流着淚道：「垃圾堆

裏也有愛的遺骸呢！」夢甚至淪落到家常的垃圾堆中亂葬。反觀，瓦雷里的代表

作，無論是〈海濱墓園〉，還是〈年輕命運女神〉，夢總是會引導詩意提升到「金

光燦然」的意境。所以瓦雷里跟侯汝華雖然運用相當類近的象徵，但前者是在抒

寫夢往精神層面的升軌，而侯則是在寫夢給瑣碎和營役的生活肢解，就像新上市

滿足顧客貪新鮮心理的食品。侯還有一首名為〈夢殘破了〉的詩作，這詩中並沒

有女性伴侶的芳蹤，「我」便彷彿成了一頭「單峯駝」獨自面對生活上的荒野，

詩中夏末蟬聲殞落開始寫起，活脫脫是個生命下坡路：「夏之末， / 蟬的聲音低

了個音符， / 像午夜的呼吸無力； / 又像牧羊人之破笛 / 在風中迴盪着殘寂的

微響， / 於漠漠的荒野中無所裨益。」86
 之後第二詩節便寫面對秋天到冬天的

蕭殺，如何將夢的餘温延續，以抵禦扼殺的姿態來成就永恒。雖絮絮訴說夢的殘

                                                      
83

 見《瓦雷里詩歌全集》，頁 45。 
84

 見《瓦雷里詩歌全集》，頁 67。 
85

 見《海上生明月—— 侯汝華詩文輯存》，頁 145。 
86

 見《海上生明月—— 侯汝華詩文輯存》，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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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惟維護心底夢的鬥志猶在，但到了〈尋夢者〉便連這樣的心志似乎也萎謝了：

「遼遠的孤島 / 是夢的寶藏， / 然而我到了那兒， / 卻又拋撇了夢。 / 我是

空虛而又悔艾了。」侯汝華筆下的夢，如果有「她」（她，不一定是指真實的女

伴，可以是各種支撐夢境的元素的投射），都會充滿海上盪漾的浪漫情調，如果

沒有「她」，便成了「單峯駝」的荒野和孤島。 

 

 除了「夢」，「夜」也是侯汝華常用的意象，根據《海上生明月》所載篇目，

已有八首作品關涉這個意象。先看侯的全首〈夜〉： 

 

黑雲的廰堂閃着燈。 

一個人吸着捲煙 

等待晨光的影子—— 

春天渲染平原 

作入時的裝飾繪， 

也想分一點新鮮的感覺 

給海灘上的枯魚。 

我有一份歷史的畫瓶， 

是準備留養三月的小唱的。87
 

 

在這首詩中，我們可以讀出一個簡明的信息：夜，於詩人而言，是他孤獨又滿載

期待的矛盾意緒的對應意象。我們可以帶着這前設去檢視侯的同題散文〈夜〉，

我覺得這篇散文最特別之處就在於侯塑造了一個身份對易的錯亂意象。他先用

「牠」來指稱「夜」，「牠」把「我」當作「貓」一樣撫摸：「時間漸漸地淪入黑

暗的鏤雕裏去了，牠撫着我，好像在唱 Lullaby 的調子。」88奇怪的是，作者在

文中卻反復強調：「我沒有一根頭髮曾經揮動過」，彷彿刻意強調「牠」跟「我」

的連繫其實是虛幻的，與此同時，隨文意發展，作者卻創造了一隻叫「温温」的

花貓：「睡在南方的陽光灑着的欄杆畔的」，這陽光普照的暖慵景象顯然不是夜裏

                                                      
87

 見《海上生明月—— 侯汝華詩文輯存》，頁 53。 
88

 見《海上生明月—— 侯汝華詩文輯存》，頁 29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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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象，是存在於「我」的記憶或想像中。只是「我」想像出來的期待。文章最

後這樣作結：「窗外的沾了霞的樹脂在流着，我炫惑於另一個夢中，而温温的竟

陡然消失了。 / 我該慶幸樹脂的富麗，還是悲吊温温的失掉呢？ / 我不敢揮動

我的頭髮，然而，我的眼珠子竟向空沈重了。」作者同樣表現了害怕孤獨又滿有

期待的矛盾意緒。 

 

 給視為現代派領軍詩人的戴望舒有一首名叫〈夜是〉的詩作，詩中同樣是以

「牠」來指稱夜，將之具象化，亦令其象徵含藴因「牠」賦予的活動力而拓濶，

而「牠」是温柔的攫奪者的化身，「我」因而對象徵外在環境的「夜」產生矛盾

的情緒： 

 

夜是消極而温暖， 

飄過的風帶着青春和愛底香味， 

我的頭是靠在你祼着的膝上， 

你想哭，而我卻哭了。 

 

温柔的是縊死在你髮上， 

牠是那麼長，那麼細，那麼香， 

但是我是怕着，那飄過的風 

要把我們底青春帶去。 

 

我們只是被年底波濤 

挾着飄去的可憐的 épaves， 

不要講古舊的 romance 和理想的夢國了， 

縱然你有柔情，我有眼淚。 

 

我是怕着：那飄過的風 

已把我們底青春和別人底一同帶去了； 

愛呵，你起來找一下吧， 

牠可曾把我們底愛情帶去。89
 

 

                                                      
89

 見《戴望舒選集》，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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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矛盾意緒經常出現在現代派詩人的作品裏，所表現的矛盾很多時都是個人對

「主體性」於社會中的消融與抗逆的權衡。有評論指傳統詩在表現個人意識情感

時，多傾向於與公眾、公理的融合，現代派詩人在表現個人意識情感時，反之多

傾向於背逆性，而且表得「公開又尖銳」。90
 這首〈夜是〉所反映的矛盾要較侯

汝華的〈夜〉要激烈，因侯筆下的夜主要是孤獨和期待的載體，不會威脅個人的

「主體性」，但戴望舒的〈夜是〉所表現出較大程度的戰兢。〈夜是〉乃 1929 年

最初發表於《無軌列車》創刊號，後來戴將此詩修改為〈夜〉，並收錄在《望舒

草》。兩個版本的分別在於詩人將「牠」改為「它」，將第三節夾雜英語的一句改

為「不要講古舊的綺膩風光了」，而最後一節則改為： 

 

我是害怕那飄過的風， 

那帶去了別人的青春和愛的飄過的風， 

它也會去了我們的， 

然後絲絲地吹入凋謝了的薔薇花叢。91
 

 

由於夜變成了「它」，大大減輕了其「攫奪」的內容，無形中是削弱了詩的象徵

性而令詩意較傾向個人情感抒發，似乎相對上其「達」於公眾的穿透力反而不及

先前〈夜是〉的版本。 

 

 瓦雷里也有一首詩作名為〈夜〉，同樣表達了相近的矛盾意緒，先是對「女

性柔情」的期待：「怎樣女性的吻比她的吻還輕柔？ / 她的美目，那不朽金色的

眼睛， / 怎樣的女性能比得上那帶着烈焰的秋波的傳情，/ …… / 別了，我將期

待的你啊！值得美妙的時辰！」但同時又害怕期待愈大失望愈大，最終落得孑然

一身的孤獨：「我愛這夜色裏將我的孤影拉長的沙灘！ / 月兒躲入它皎潔的暈紗， 

/ 時時傳來大海夢幻哀傷的呻吟聲！……」92
 雖然侯汝華跟瓦雷里在慣用意象的

                                                      
90

 見吳忠誠：《現代派詩歌精神與方法》，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頁 24。 
91

 戴望舒：《望舒草》，上海：現代書局，1933，頁 11。 
92

 見《瓦雷里詩歌全集》，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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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上有相當程度的雷同，但你發覺兩人的詩作的結構和焦點頗有不同，各有各

的章法。李金髮的詩則往往因於展示精警的意象，而將之像煙火一樣聚結在一起

爆放，形成所謂的「句秀」（秀，即“show”的音譯），93
 情形就像唐代李賀作詩

一樣，把想到的警句寫下投入囊中，待之後看看如何將之拼湊成篇，這樣的作詩

方式可造就「佳句處處」的特點，卻又失之於「有句無篇」—— 有時為了安插

意象而扭曲了詩意，或使意象之間相互干擾，所以說李金髮的「句秀」，是側重

「外在形象」的結果，而侯汝華所謂的用「平淡字句」，就是仗着這樣的「句秀」

之說而來，可說是將自己創作的方向扳回「內在性靈」的決志。事實上也只有如

此調校，回歸自身創作的初衷和心底情感，才能在「一題多寫」中給讀出一致的

情感，才能讓讀者理出上面的意象編碼。而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無論是李金

髮、戴望舒，還是侯汝華的詩，我們都可以隱約體會到這個實驗歷程是相當科學

理性的表現，也就是相當富現代性傳播部署。 

 

4.2 發掘「純詩」中的音樂性 

 筆者之所以選瓦雷里來跟侯汝華比較，除了由於兩人慣用意象近似以外，還

在於兩人似乎都重視「純詩」音樂性的發掘。藍棣之在《珼代派詩選》的前言開

宗明義地說：「現代派是一股追求『純詩』的文藝思潮」94瓦雷里的「純詩」定

義，如前所析，是「觀念與形象間關係的體系」與「語言表達方式」兩者結合的

總和。兩個方面相加的化合結果，就是強調一加一不止等於二，而多出的意料之

外的效果，瓦雷里強調就是音樂性，就是令詩跟散文等其他文體區分開來的特質。

雖然純詩中強調的音樂並不像古詩中的格律有法可依，但這在中國新詩剛起步發

展的階段，無疑亦是解放中的強力指導。侯汝華所謂的用「平淡字句」，除了是

為了避免李金髮的「句秀」，相信也是為了減低「意象」令讀者的注意力聚焦在

                                                      
93

 見陳太勝：《象徵主義竹與中國現代詩學》第三章之一：「李金髮：『失敗的經驗』」，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70。 
94

 見《現代派詩選》，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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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上，而無餘裕感受詩的音樂性。 

 

 那麼，就繼續以侯汝華的「夜主題」詩作來闡釋一下他陶鑄的音樂性。且看

另一首〈夜〉的四行短詩： 

 

深巷傳送來賣餛飩的聲夜是寂寞的 

風顫電報線芭蕉葉窗下小昆蟲振翼 

遠行人的心如一個大洞無握手的人 

夢寐中怎麼可能得一點朋友的消息95
 

 

讀這首頗像在讀卞之琳的〈斷章〉的韻味，唸起來有種迴環往復的感覺。這首詩

特點是四句字數相等，令人想起聞一多的「豆腐乾式」格律詩，但這豆腐卻是磚

「長豆腐」。雖然這首詩的第二和第四句（「翼」和「息」）押韻，但在如此長的

句子中，押韻的字中間隔着這許多音步，基本上並不易為人察覺 —— 詩人彷彿

要表達押韻原就為了展現破壞格律的姿態，藉以顯示破除舊枷鎖，勇於創新破格

的現代性。而這詩的「音樂性」則主要是依靠長句和不同頓數來營造跟表達情感

相應的效果。例如第一句由於是 15 字的長句，唸起來已有一種從「深巷」傳來

的感覺。另外，詩人還在頓數上造了特別的效果：「深巷 / 傳送來 / 賣餛飩的 / 

聲 / 夜 / 是寂寞的」，從上面的分頓，可見到前半部分是二、三、四頓，唸起便

彷彿聲音真的愈傳愈遠了；但在四頓後，遽然來個「聲」字一頓的急剎，彷彿有

甚麼重要的宣佈似的，吊高讀者的好奇心，然後詩人才以直述句訴說：「夜是寂

寞的」。五字全是收音短促，「寂寞」二字更是入聲字，和前面各頓形成對比，再

以輕聲「的」作結，更令人讀起來彷彿在說悄悄話的感覺。詩人似乎特意如此佈

置，使之跟前面提到的「賣餛飩聲」的綿長成了強烈的對比。 

  

                                                      
95

 見《海上生明月—— 侯汝華詩文輯存》，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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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第二句的分頓如下：「風顫 / 電報線 / 芭蕉葉 / 窗下 / 小昆蟲 / 振

翼」，開首的二頓和三頓，節奏急驟，予人決斷之感，唸起來餘音裊裊。如此唸

起來真的給人有急信在傳遞的感覺，跟上句的「賣餛飩聲」剛好相反。接着的「葉」

和「翼」都是入聲，無法拖沓，令迫切感驟增，讓人產生這樣的聯想：小昆蟲振

翼飛起來，是否代為傳信？那麼自然會問：「傳遞甚麼信息？」於是便會緊張追

看下一句了。 

 

 第三句讓人聯想到馬致遠的〈天淨沙‧秋思〉，都是以前面的遠景來烘托「斷

腸人」的孤清，然後遽然收結。但侯卻接着發展下去，將外頭的空茫進一步移到

遠行人的內心變成「大洞」，那份孤清變得揮之不去，令詩人的景遇更添無奈淒

楚。而句首「遠行人」跟句末的「無握手的人」的兩個「人」相呼應，強調一個

人的景況。最後一句則「一點消息」呼應上一句「一個大洞」，令寂寞更甚。雖

然同是以〈夜〉為題，同樣是表達「寂寞中的期待」，但有了「音樂性」的考量，

便出現了不同的化合效果，傳遞出更多層次更細緻的情感描劃，令詩變得更深刻

動人。 

 

 談到詩的「音樂性」，侯的「夜」主題中還有一首值得一提，就是〈迷人的

夜〉，這詩在整體佈局上跟詩集《海上謠》的點題之作相當近似，加上侯還有另

一首名為〈謠曲〉的詩作，可見詩人對這種「謠曲體」有某程度上的鍾情。〈迷

人的夜〉發表於 1933 年的《現代（上海）》，96
 較〈海上謠〉（1935 年）還早，

那麼我們大可以將〈迷人之夜〉視為〈海上謠〉的實驗之作，比對兩詩的格局的

演化。我們便大約可推敲出一些詩人實驗的關注點和其「音樂性」的斟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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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海上生明月—— 侯汝華詩文輯存》，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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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人的夜〉的首兩詩節是這樣的： 

 

月在空中， 

月在水中， 

紫洞艇， 

載着正熟的葡萄味。 

 

月在空中， 

月在水中， 

艇家女的槳， 

輕撥着欲醉的柔夢。97
 

 

這兩節讀下去便會感到有〈江南〉中的「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

魚戲蓮葉北」，除了營造民歌復沓的節奏感外，還以蓮的意象去塑造一幅盛夏朝

氣茂發的飽滿畫面，而「蓮」諧音「憐」、「連」；「藕」諧音「偶」，暗示那是年

輕人之間的情愛唱答。而詩人不改易「蓮葉」，只改換東南西北方位，暗示唱答

男女就在蓮田中間，大概是在不同的採蓮艇上互訴衷情。同樣，在侯的〈迷人之

夜〉中，「月」的功用，相當於「蓮」，但帶出的氣氛卻完全不同，天上的月，跟

倒映水中的月，相隔萬里，塑造一個淒冷的氛圍，但夜之所以會迷人，乃在於「我」

依然有着「單戀夢」：「你的眼為甚麼不看我呢？ / 可是着了妖人的迷？」；「現

在，為甚麼沈默而不看我呢？ / 說呀，不要待夢墜了！」顯然，「艇家女」是「我」

做夢的對象，強調「艇家女的槳」不是指划艇之舉破壞水中月景，而是說她「輕

撥」柔夢，本來這無不妥，但此詩第一詩節，交代那是「紫洞艇」，有人指這種

艇是酒船或花船，但這種都是大船，理應不會由艇家女搖槳。這裏應是指船身有

四柱撐起篷頂的出租小艇。我們當然不是要強調一定要像俞平伯〈槳聲燈影裏的

秦淮河〉那種道貌岸然，但第一詩節便爆出「正熟的萄葡味」之句，便會令那持

槳輕撥的動作變得媚俗，跟民謠那種純樸之味不夾調。而且之後不斷問艇家女為

何不看自己，便真的有點失身份了。還有「紫洞艇」一般只出現在江南一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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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海上生明月—— 侯汝華詩文輯存》，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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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侯是否真的到過，親眼看過，還是只是詩人想像的情景。可幸，詩人大概也

覺得第一詩節的落俗，所以選第二詩節來重復吟唱之效。 

 

 至於〈海上謠〉第一詩節是這樣的： 

 

風來海上， 

雲來海上， 

人家屋頂的灶煙 

也來海上。 

 

雖然結構近似，但有一點相當不同，就是首兩句的主語並非像〈迷人之夜〉中的

「月在空中， / 月在水中」那樣不變，在〈海上謠〉中，不變的是受詞。「海上」，

主語則易為「風」、「雲」、「灶煙」，這在意境上有甚麼不同了？就是令人覺得〈海

上謠〉中的水手比〈迷人的夜〉中的「我」來得更空虛、孤單，要拉其他虛渺的

東西來填塞。這樣令最末節的「舞女」顯得單純，不會變得媚俗，反而更配合民

謠風格。在侯「夜主題」的經營中，除了上述幾首外，還有另外兩首發表於 1937

年的〈夜〉，一首是在《海上生明月》中編號 145 的〈夜〉（第 198 頁），另一首

是編號 171 的〈夜〉（第 234 頁）。在這兩首〈夜〉中，依然是秉持一貫主題，就

是「寂寞中的期待」，但仍有一點不同的變奏：在前者中，詩人的寂寞不單局限

於個人的小我層面，而是思忖如何面對大我：「於是，我面對死亡， / 我不知道

這是寂寞 / 還是世界？」「夜」不單是個人寂寞的温床，也是承載「天下之憂」

的平台。在後者末節，詩人生這樣的喟歎：「在昨日，你從我指縫間逃去， / 現

在，誰家的紛擾 / 跟着夜來到我的心上？」這是詩人突破個人呻吟的層面的例

證。另一些「夜主題」還有編號 196 的〈夏夜〉、編號 170 的〈傷感之夜〉、編號

157 的〈夜的街〉、編號 167 的〈靜夜默坐〉，恕難一一縷述其中的變奏，就留待

有興趣的讀者自己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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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水手」的抽離：個人苦悶以外的憂思 

 侯汝華就是如此擺脫了李金髮的「句秀」誘惑，改為用「平淡字句」，讓自

己內心的情感可以通過「一題多寫」的實驗，找尋至為對應的意象，成就純詩中

強調的音樂性，令即使是相同的主題也因着「內在性靈」與「外在意象」的化合

而衍生出更多層次。除了「夜」外，「水手」也是他慣用的意象，在許多詩都有

用上，他更以「水手」為題寫了兩首作品。前者的憂思是個人到眾人的發展：「許

多人的夢 / 迷失於汪洋的波濤中， / 但沒有一個人 / 知道你心中的海」接着下

一個詩節，筆鋒一轉便說：「地中海畔的去年的葡萄籐， / 挨過了嚴厲的秋天 / 可

還是一樣的凝綠？」表面上看好像是水手在談自己的見聞罷了，但當詩人這樣道：

「而你的眼睛卻永遠凋謝了。 / 當薄暮的黃光 / 被天外的風吹動時， / 你可曾

感到那一年 / 在南中國嗅過的橙花香？」98
 你便明白水手是因看過海外其他國

家昌盛而慨歎自己國家的萎謝，所以更懷念當年「南中國的橙花香」，終於點出

跟家國相關的意象。接着在最末節，詩人捧出了一個在城頭的「肺病女」（連「東

亞病夫」也要轉成女性形像，真令人莞薾！）我們大概便明白詩人的感時憂國之

情了： 

 

待到夜色垂落了，  

星子跟燈塔的秋波 

參雜着一個肺病女 

歌在城頭的古調， 

而你的多年的劫運 

又浮上黑影在記憶裏，  

為的是海已幽黯 

你却離家鄉的果樹園更遠了。 

 

上面憂國之情可說相當明顯了。而詩人之所以選「水手」作為自己的化身，除了

「水手」多海外見聞外，還在於其常抽離故土的特殊位置，除了帶出較客觀地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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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海上生明月—— 侯汝華詩文輯存》，頁 8。 



第四章 為達即為信 

 

205 
 

照故國的情感，更重要的是那是隨時可逃掉的位置，但詩人選擇留下，感時憂國，

這便更顯詩人的故鄉之情了。事實上，「水手」又何止自己一個？所以詩人另一

首〈水手〉開首這樣寫：「許多陰鬱的少年， / 生活在海上」。當別人問起：「海

的悲哀怎樣呢？」詩人的答案令人心裏一戚： 

 

星照着汪洋的波濤 

和海藻的屍體， 

但海藻還生存的時候， 

卻沒有見過一次天空。99
 

 

現代派的另一位詩人番草也有一首〈水手〉，詩的結尾表現了人獨立於蒼茫時，

該如何自處，於是邁步向世界，還是「佇立不動」，守穩安全區： 

 

望着天，天是渺茫的展開， 

望着海，海是百萬的澎湃； 

天與海結成了單純的世界， 

在這兒有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哀叫着的海鷗喲寂寞的生命， 

閃爍着的星斗喲微弱的光明。 

夜已深，他還是佇立着不動， 

想起那悠久的疑問：這便是人生？100
 

 

現代派的現代性就在於這派詩人往往表現了現代人的困惑，就是：個人情感和意

識（信）如何跟外在公眾氛圍融合（達）的思考。一直以來，中國象徵派的作品

為人詬病的除了是「句秀」的繁縟外，還在於其因過份側重於尋找外在對應物以

抒發個人的鬱悶，這在動亂的年代，難免給人無病呻吟，過份個人主義的感覺。

誠如本文開首曾提到的廚川的觀點所言：「一己情感的宣洩可以給他人或羣眾帶

來療效」，但像李金髮的作品過份強調前半部個人宣洩的層面，便令療效無法深

                                                      
99

 見《海上生明月—— 侯汝華詩文輯存》，頁 214。 
100 見藍棣之編：《現代派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頁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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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更深的羣體層次。侯汝華曾經受過李金髮的影響，目迷於他的「句秀」表演，

但他能看清問題所在，在關鍵之處落刀，着力校正，強調用「平淡字句」擺脫「影

響的焦慮」，並作出相應的拓展 —— 先定出幾個自己關注的母題，然後以「一

題多寫」的形式，尋找最合適的意象，陶鑄最能彰顯自己性情的象徵，並建立「慣

用意象」的符碼系統，讓讀者有跡可循。其次，就是減少意象視覺上的干擾，以

心底情感發展詩的「音樂性」—— 這正是象徵主義純詩中強調的化合效應。這

種實驗精神正是「現代派」的特質，亦是這派現代性的彰顯。 

 

5 現代派與中國現代性的發展 

 自從徐志摩於 1931 年不幸離世和聞一多的隱退，回到古典文學的研究後，「新

月派」的影響力逐漸消減，取而代之是於 1932 年因施蟄存所辦的《現代》雜誌而

得名的「現代派」。這撮常在雜誌上發表作品的詩人之成派乃因孫作雲於 1935 年

在《清華周刊》所發表的〈論「現代派」詩〉，此篇長文扼要的勾勒中國新詩的

發展脈絡，觀點雖然仍撇不開個人喜惡，但尚算客觀中肯，歷來為新詩論集必收

的篇目。文中孫指「現代派」乃是傾向浪漫主義的「新月派」的反動：「在形式

上說是美國新意象派詩的形式，在意境和思想態度他們取了十九世紀法國象徵派

詩人的態度。……中國現代派只是襲取了新意象派詩的外衣，或形式，而骨子裏

仍是傳統的意境。所以現代派詩中，我們很難找出描寫都市，描寫機械文明的作

品。在內容上，是橫亘着一種悲觀的虛無的思想，一種絕望的迷戀。他們寫自然

的美，寫人情的悲歡離合，寫古的追懷，但他們不曾寫到現社會。他們的眼睛，

看到天堂，看到地獄，但莫有瞥到現實。現實對他們是一種恐怖，威脅。詩神走

到這裏便站下腳跟，不敢再踏進一步。」101
 由此觀之，「現代派」初時的開掘點

仍是集中於「個人情緒」的範疇，這大概是由於此時期的詩人正熱熾地吸收着法

國象徵主義的手法，所以像波特萊爾《惡之華》的主題傾向亦暗暗地在影響中國

                                                      
101

 全文可見於楊匡漢、劉福春編：《中國現代詩論》（上編），廣州：花城出版社，1985，頁

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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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詩人的選題。加上，象徵主義手法中強調尋找對應意象來投射內在情緒的前

提，當然進一步強化了當時剛剛通過翻譯移植到中國的「個人主義」意識。事實

上，當時中國百廢待興，還沒有多少「現代化都市」，實在頗難如孫所云去書寫

「機械文明的都市」。誠然，現代化都市書寫是「現代性」最易辨認的面貌，但

人面對機械化文明的洶洶來勢所產生的驚懼惶惑，未嘗不是現代性潛藏的特質。

象徵主義從西方移植到中國，主要是得力於翻譯，猶幸不是直接的象徵派詩作的

翻譯，乃更多是通過相關理論的翻譯，讓當時的中國詩人得以先消化和內化觀點，

才將之用到自己的創作上，始能避免直接挪用他人的創作成果。在本文中筆者挪

用嚴復在《天演論》的譯例中提出的「為達即所以為信」，將這種忠於自己內在

情緒，並予以對的開掘的過程，稱為「為信」的步驟，以標示中國新詩中的現代

性初期的其中一個折射稜面，乃是「內在情緒」而非甚麼「機械文明都市的描劃」。 

 

 以往多數新詩的評論者大多目光集中於詩作的感應和闡析上，對於當時較勇

於翻譯外國詩歌理論，並將之轉化到自己作品中去進行實驗式創作的曹葆華，似

乎多有忽略。從曹的詩歌理論翻譯結集《現代詩論》中，明顯可見譯者有意通過

自己的翻譯對當時的文壇和社會對症下藥的意圖。曹葆華在翻譯《現代詩論》的

同時，亦開始創作共收 54 首「無題詩」的《無題草》，當中有不少地方相信是從

翻譯外國理論中得到的啟迪。曹的《無題草》的形式，在中國文學傳統確非首創，

傳統《詩經》中的民歌作品是無題的，及至晚唐李商隱、温庭筠也好寫「無題詩」，

但曹以新詩形式密集地創作「無題詩」，不能不說是一項「現代傳統」的創作，

而這亦是現代性的表現。孫作雲的文章分為四節，其中第三節乃介紹現代派詩人，

當中並沒有曹葆華的名字，但藍棣之的《現代派詩選》中已選入曹的作品，而且

全是他的「無題詩」，足見當時曹的試驗確已達至一定的水平，他的「無題詩」

為「現代派」詩的「純詩」探掘打下了有理論根柢的扎實基礎。反之，差不多同

期的李金髮則採用不同的創作態度，他鮮有翻譯詩歌理論，他是通過大量閱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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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外國詩作來吸收養分，有時候甚至直接將外國詩的用語和警句直接「雜糅」

到自己的作品裏去。李金髮的詩作初時確實賺得一些掌聲，但隨着論者給他下了

「晦澀難明」的定論後，之後的論者大多以此為前提，再找相關難明的句子來附

和。李金髮作品中其實非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難解，他的詩集中也不乏明朗易解的

作品。孫作雲在文中，把李金髮歸為「現代派」，後來藍棣之編的《現代派詩選》

已沒有收錄他的作品，這大概是由於「現代派」的中堅份子卞之琳對李金髮的翻

譯和創作狠下針砭之故。事實上，李金髮雖然有些作品是「玩過了頭」，過份着

重經驗意象的「句秀」，使之變得晦澀，未能在強調「疾速輕逸」的「液態現代

性」中發揮「為達」的效果，但論者不該抹殺試驗縱然失敗，也有其正面意義。

俗語所云「不走寃枉路，難覓通天途」，李金髮的勇於實驗和接受外來文化新衝

擊的精神，也是現代性的一種特質。 

 

 之後「現代派」便漸漸取代「新月派」和「象徵派」，成為當時詩歌發展的

主流，許多論者都認為「現代派」是新詩步向繁榮的起點。這可能因為派別名稱

跟「現代詩」相近不無關係。加上，此派的代表人物如卞之琳、戴望舒、廢名、

林庚和辛笛等豐碩的創作成果，亦令此派成為主流。現代派的詩人，在往後的發

展中，並非轉向孫作雲認為此派缺乏的「對現實的描劃」，而是以「投射內在情

緒的象徵手法」為基礎的「純詩特質的探掘」。「純詩」就是「純粹藝術性」的

追求，這意味着一種「藝術自主」和「創作自覺」，其現代性反映於其將新詩創

作從傳統的「載道」、「格律」和「娛樂」中解放出來，尋求作品內在「音樂性」。

一直以來，「純詩」都予人是一個詩人私密的「靈視」之境，所以教人更難引人

共鳴。現代派詩人，似乎也意識到這樣的誤解不利純詩的創作，所以唐湜便很具

體提出了「三境」之說：我境、化境和神境，102
 而袁可嘉則進一步提出類似的「純

詩」的成就步驟為「現實—象徵—玄學」，呼應「人—詩—世界」的對應目標。103
 

                                                      
102

 見唐湜：〈論風格〉，《中國新詩》第 1 輯，1948 年 6 月，頁 32-37。 
103

 見袁可嘉：〈新詩戲劇化〉，《詩創造》第 12 期，1948 年 6 月，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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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純詩」意欲達至的境界，當然並非單純反映一個客觀的「機械化文

明都市」，而是一個終極的「思」之神境，就是所有中國人，甚至全人類的「共

有關注」，這就是筆者所謂的「為達」的含意，而所謂「為信即為達」，就是意

思是要以達至這個「思」之神境的創作，同時也是「為信」之我境的成就。 

 

 在現代派的詩人中，鎂光燈大多集中在卞之琳和戴望舒的詩作，鮮有對侯汝

華的詩作進行系統分析，這大概由於侯的早夭和作品散佚不全之故。故本章中，

筆者乘香港近日出版了《海上生明月—— 侯汝華詩文輯存》之便，改以侯汝華的

詩作為分析現代派詩人對「純詩」的探索，相信是為現代派詩分析補充了一個缺

塊。侯以「一題多寫」的形式去尋找最適合投射自己內在情緒的意象乃相當於「我

境」之探索，其對「純詩」音樂性的探索則相當於「詩境」的探索，繼而對其「水

手」的象徵意義的發展則相當於是關注世界議題的「神境」的探索。只是不得不

承認，由於侯未及三十便夭亡，所以他的神境探索，還未臻於神境最高的水平，

可以啟發人去思考人的「共有關懷」，但至少這證明侯有意識地擺脫李金髮的影

響後，是朝跟中國詩運發展相契合的主流方向發展。這個主流發展過程可以概括

為「漢語『純詩』從『文體』的自覺、到獨立的『審美』意識的確立、再到對於

『美的內在規律』的深入探究，終於形成了其相對成熟的『現代性』理論形態。」

104
 

                                                      
104

 賀昌盛：《象徵：符號與隱喻——漢語象徵詩學的基本型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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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論及結語 

 

 在中國數千年的傳統文學中，詩一直佔着核心的地位，唐君毅認為那是由於

中國文字「一字一義」，易於分合組織，營造音樂性，便於涵詠，加上一字含藴

豐富，文法中又重虛（詞）實（詞）的互補結構，便於營造委婉朦朧的意境。1
 故

詩就像中國文化中的燭芯，一直維持着火種不滅。直至，十九世紀初，中國文化

因內憂外患而面臨亡國的危機，社會上出現所謂「三重秩序崩潰」（所謂「三重」

即傳統的政治文化、道德和社會秩序），所以歷來詩體革命都給文化先鋒看作是

改革社會風氣和模塑民風的有效槓桿。例如在戊戌變法正式開始以前，譚嗣同等

人便提出「詩界革命」的口號，並嘗試創作所謂的「新學之詩」，但這種新「詩

體」旨在鼓勵人表達新思想，只注重運用新詞，卻沿用古詩格式，並沒有在格律

上予以鬆綁。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依舊鼓吹「詩界革命」。他認

為之前「以堆滿紙新名詞為革命」是不正確的路向，他繼而提出「該能以舊風格

含新意境」的說法。2
 這樣的主張雖得到強調「我手寫我口」（〈雜感〉）的黃遵

憲的努力實踐，雖然還未能甩棄詩的「古典性」，但將詩抽出成社會改革的核心。 

 

1 以新詩闡釋述中國現代性的意義 

 及後從 1917 年《新青年》（第 4 卷第 1 號）刊出歷史上第一批新詩作品，「白

話文運動」於焉開始。在這時知識份子才真正開始思考如何突破「古典性」的囿

限，嘗試創製新詩體，誠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云：「蓋文體通行既久，染

指遂多，自成習套，豪杰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說。」

3
 而「新詩」之「新」，不單是為了「推陳出新」，還是讓豪杰之士的思維得以從

                                                      
1
 見唐君毅：〈中國文學重視詩歌散文及中國文字文法之特性〉，《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台

北：正中書局，1979，頁 317-323。 
2
 見王一川：《中國現代性體驗的發生——清末民初文化轉型與文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

版社，2001，頁 268-272。 
3 見王國維：《人間詞話》，卷上第五十四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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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套」中解放出來，故不少中國文學史著都稱此時期的「新詩創作」為「詩題

大解放」。及至 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將原來的白話文運動的涵蓋面擴大至社

會文化層面，而新詩的改革在初頭起着啟蒙之效以外，同時也是胡適所云「最後

壁壘」，4
 所以通過詩除了可以管窺中國「白話文運動」的發展脈絡外，更可以

突顯「五四運動」試圖重整的「三重秩序」中包括了哪些現代性，以及其所牽動

出怎樣的「漣漪效應」。細察這些「漣漪圖案」，便可隱約透現詩體的格律化跟自

由化發展進程如何相互滲透、激盪，進而可推敲「現代性」的理念從西方傳入中

國後會成就怎樣的新圖像。歷來對於中國現代性的研究都側重於革命、啟蒙等社

會文化學的議題，但在五四過後整整一世紀的今天，這兩個議題雖然重要，但其

爆炸性的影響似乎已過時效，跟中國現代性發展的關係似乎已日漸減弱。如果我

們還相信中國的現代性還未完成，那麼便要問問究竟是甚麼在帶動中國現代性的

持續發展？王德威便提出要以「抒情」代表中國文學的現代性。5
 

 

 1917 年「白話文運動」開始的首二十年，雖然中國的形勢算不上國泰民安，

但可是文化啟蒙的肇始，是新詩發展過程中相對較平靜的一段時期，可以讓詩人、

知識份子較自由地發揮創意，和吸收外國養分。故本論文集中闡述 1917 至 1937

年這二十年間中國新詩所顯現的中國現代性。王德威雖然提出了以「抒情傳統」

作為中國文學現代性的新議題，但他接續的相關研究大多側重以現代小說為示例，

而中國詩作為「抒情傳統」核心卻往往流於理念上的討論，會輔以文本分析的論

述更屬少數。其實，中國詩從古詩到新詩，變化幅度之鉅，沒有哪一個文類可及；

加上新詩的篇幅一般較散文、小說為短，更方便引述作詳細的文本分析，故本文

便試圖承接以「抒情」來探討中國現代性的特質，期望協助釐清中國文學現代性

發展下去的重要動力源頭。另外本文以新詩發展首二十年為研究焦點，其實無他，

就是從源頭做起，加上相信新詩在首二十年間，體制和格局尚未成型，最易體察

                                                      
4 胡適：〈逼上梁山〉，《胡適選集（四）》，台北：李敖出版社，2002，頁 33。 
5
 見王德威：《抒情傳統與現代性 —— 在北大的八堂課》，北京：三聯書店，2010，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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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種種實驗痕跡，這意味更易揣測到詩人創作時，如何篩選傳統留下來的創作資

產和吸納哪些外來養分。常言道，明白了初衷，便較易辨清前路，筆者期望本文

可以在「抒情作為中國文學現代性」這個議題上可以起到一點點補遺和加持的效

用。之後，到了 1937 年，便發生了「七七蘆溝橋事變」，抗日戰幔正式拉開，同

年，亦是中共第一次的延安會議，商討抗日之事，如李澤厚所言，「救亡蓋過啟

蒙」，窒礙了文藝的正常發展，要從中闡述中國文化的現代性更是困難。1942 年，

便是毛澤東發表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文藝發展的路線作了方向性

指導，跟原來新詩發展方向頗有出入，在政治主導的氣候下，以「個人主義」、「自

由民主」為其中重要特質的現代性自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壓抑了。 

 

2 開拓新詩研究的新路向 

 由於過去關於中國現代性的發展大多集中於革命、救亡和啟蒙等範疇，所以

以往相關的論，也多集中於此方面，關於語言學上的現代性研究還真的算不上豐

碩。如果要以「抒情傳統」作為新的中國現代性研究議題，而中國詩又是「抒情

傳統」的核心位置，再者白話文運動又是以新詩為發端，那麼重尋和標示當時詩

人的實驗結果，可說是推動此「抒情」範疇研究的重要步驟。 

 

 本文第一章的引論已詳細論述了白話文運動在開始時，中國社會為了救亡，

從西方借來的現代性主要是「實用現代性」，胡適、郁達夫、俞平伯等知識份子

嘗試過以較科學化的方式來造詩，但跟「抒情傳統」始終有點格格不入，遂有廢

名、聞一多等詩人從晚唐檢拾出過往普遍認為晦澀難解的李商隱、温庭筠和賈島

等人的詩作為創作的參照，無意中帶動了「審美現代性」的轉向。之前雖然也有

如梁秉鈞和葉維廉論及「審美現代性」，但他們都以四、五十年代為「審美現代

性」的出現時期，而且僅以艾青、穆旦等人的詩作為佐證。但本文指出「審美現

代性」的轉向早於三十年代發生，而以林庚、廢名、朱自清、梁宗岱等詩人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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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理念討論，詩人以外，甚至還有蔡元培、宗白華等學者所倡的「美育代宗教」

主張，如此這些都為研究兩種現代性的互動推進效果提供更清晰的座標和更全面

的論述基礎。 

 

3 引入「波動與穩定」模式闡述現代性發展 

 以往現代性的研究，由於李澤厚的「救亡與啟蒙」之說得到廣泛討論，所以

亦很自然地把現代性的討論焦點鎖定在社會發展的層次。如果現在試着以「抒情

傳統」為切入點，那麼我們便需要另一個概括模式作為論述基礎，這樣始能擺脫

以往「救亡與啟蒙」主題的囿限，筆者於是以卡林內斯在《現代性的五副面孔》

中的觀點發展出「波動與穩定」模式以貼合「抒情傳統」的論述。 

 

 「波動與穩定」的模式乃是一個從上而下的互動機制，就像哈貝馬斯所倡議

的「交流理性」發揮的穩定社會的功能，這可說尤其適用於闡釋五四時代的中國

社會。在五四之前，詩的語言主要集中在士大夫的階層，為了更方便論述，本文

將費孝通所提出的中國人倫中的「差序格局」引入到「波動與穩定」的模式中，

用以解說階級流動如何帶動新詩發展：當白話成為大眾生活中的溝通語言，抒情

詩歌應該可以有助社會宣洩情緒。當時詩人很有意識地向下層大眾釋放詩的抒情

成分，亦很有意識地將詩的抒情「止於通俗」而不流於「媚俗」，相信只有這樣

才能提升大眾的品位，而不是遷就大眾的口味而拉低作品水平至「水清無魚」的

境地。當詩的抒情功能在大眾中發揮作用，開始有更多的大眾通過創作而成為知

識份子，那麼「個人主義」便會在知識份子羣中發酵出「出走」的吶喊，例如：

胡適通過「娜拉出走」帶出的討論，魯迅的「鐵屋中的吶喊」，朱自清的長詩〈毁

滅〉的矢志出走都是。他們擺脫固有規限之同時，或許會為社會帶來新的波動，

但只要通過大眾可掌握的文字來討論交流，逐步調校，大概便可有效化解波動，

將之變成推進的動力。這就是「波動與穩定」模式的互動運作機制，相信可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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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相關的研究提供一點扎實的參考。本文其他各章其實也不脫這個模式，只是當

中換入了不同例證，便會在不同的層面得出相當扎實的論述。 

 

4 檢視新詩中「意象」的發展脈絡 

 歷來關於中國新詩的研究，大多集中於其詩體解放後的發展，鮮有仔細檢視

五四詩人究竟從傳統中撿拾了甚麼資產，更遑論它們化合出怎樣的「現代傳統」。

本文第二章便從旅法中國學者程抱一早期的論著中勾出五四詩人唯一可從傳統

詩歌繼承的資產就是意象，並進一步拓展程提及的「意象」如何在「隱喻」和「換

喻」之間的「展現場」滑動，最後通過不同詩人的創作確立成座標。這些座標累

積起來便成為新的符號系統。本文第二章通過闡釋周作人的名作〈小河〉和朱湘

的兩首〈小河〉來說明意象在新詩中如何營造張力，從而豐富內藴，期望通過這

樣的文本分析可以更具體闡釋五四詩人共同化合出怎樣的「現代傳統」，這給之

後新詩從新月派、象徵派和現代派的發展脈絡補上一個可能的發源點，可供日後

相關文學史研究者提供新的參照理據。 

 

5 剖析聞一多「張馳並濟」的創作模式 

 五四詩人從傳統古詩繼承了意象後，運用起來可說是各施各法，大放異彩，

其中最特別最多變的當數聞一多，他一方面寫作〈李白之死〉和〈劍匣〉等長詩，

期望將長詩所表現的感時憂國之情懷和拓展審美藝術的勇毅盡力歸化到當時「歷

史上揚的氣勢」中去，期望對社會大眾發揮更大的感召力。在本文第二章，筆者

特別揀選了收錄在《紅燭》中的〈劍匣〉來闡釋聞一多如何運用意象營造藝術效

果和強化詩歌的感召力。如此詳盡的長詩剖析，相信在新詩研究中亦屬罕有的示

範。筆者期望這樣可為日後關於聞一多的研究標示出內藴豐富的開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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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一多之所以獨特，除了他相當努力創作外揚的史詩式巨構來為時代造像，

激發思考主題外，還會創作《紅燭》和《死水》等詩集，提出「休息馳態」的理

念，就是教人如果在時不與我時，先韜光養晦，充實自己，再伺機而動。聞這個

「休息馳態」的理念一直沒有給勾勒出來，本文第二章便先從聞的《唐詩雜論》

裏關於晚唐賈島的闡述，掘出相關的理念，然後拿聞〈印象〉等詩作加以印證。

在本文第二章中，對這個聞獨創的理念有詳盡的闡述，還會輔以相關的文本分析。

聞一多就是如此通過「張馳並濟」的模式突顯獨特的審美現代性。筆者期望這個

發現可為日後跟聞一多相關的研究提供新的發掘點。 

 

6 以「散文詩」剖析「現代鄉愁」 

 歷來「散文詩」都因其曖昧的身份而遭忽略，在過往的新詩研究即使偶有涉

及，亦大多集中於魯迅的《野草》，誠然《野草》中確實藴藏着龐大的創作能量，

不少地方尚待發掘，所以本文第三章也有許多篇幅闡述《野草》，但為免落入固

有窠臼，本文第三章乃以「散文詩」為展示「現代鄉愁」的載體，不單闡述魯迅

一人的創作成果，更兼及這種獨特文體的產生背景、發展和文化意藴。如果說魯

迅的《野草》是「壯美」的代表作，那麼代表「優美」的另一端，當數徐志摩的

散文詩。徐的散文詩在他的作品中可說是相當獨特的存在，跟他一貫婉約逸美的

風格頗見不同。徐的散文詩繼承了泰戈爾的哲學主張，強調人必須追求「靜定」

的精神境界。徐的散文詩可說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遺珠，即使關於徐的專著研究，

也鮮有論及，本文第三章的詳盡文本分析期望可以補充這方面的缺漏，為中國現

代文學研究補回一片缺塊。 

 

 魯迅和徐志摩的散文詩，一個壯美，一個優美，正好適合用以作為展現五四

詩人如何通過感時憂國的抒情來抵禦現代性風暴的吹襲，誠然現代性既是從西方

借來的，它着陸中國時自然需要跟中國的傳統融合，在調校的過程中，中國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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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往往是充滿掙扎和憤懣，但正正是這樣，我們才可以見到詩人對傳統的依戀

究竟是怎樣的情懷，這就是將「現代鄉愁」納入為現代性研究的意義。 

 

7 探討詩論翻譯與象徵主義的並進關係 

 歷來關於五四年代的翻譯研究，大多集中於文化研究的層面，劉禾（Lydia H. 

Liu）在其論著《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翻譯的現代性—— 中國，1900-1937》

中更視之為中國向西方借來現代性的重要搭橋。劉禾以嚴復之翻譯亨利‧赫胥黎

（Thomas Huxley）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1898））為例，指出翻

譯對當時的中國知識界帶來許多新啟迪，6
 但書中對於當時盛極一時的詩論翻譯

研究可說是相當匱乏。新詩從 1917 年的第一個十年裏，詩壇上的議題主要集中

討論是否該寫新詩，但在進入第二個十年以後，詩壇上的關注焦點便轉移到該如

何寫的問題上，遂因不同的主張出現了不同的流派，詩論也蓬勃地發展起來，而

且都是傾向扎實論證的所謂「內藴型論證」： 

 

現代詩學不像古代詩學那樣感性而且空靈，也不像當代詩學那樣艱深而且

厚重，在現代主義詩論的主導之下，內藴型論證着眼於藝術實踐，立足於

創作方法，而突出了新詩所重之「義」，強調進行對社會美理想這一新詩義

藴的開掘，所以，現代詩學的主要對象是理性內容而不是感性形式，它把

闡發社會美理想作為目的，更看重詩的社會功能，而不十分強調詩的藝術

結構。7
 

 

而那時的現代詩學之所以有這樣的轉變，主要由於有來自外國的理論充實，進而

有相應的知識份子將之翻譯成中文，讓中國本土的詩人可以吸收理論，在內化後

才進行創作。正正是這樣的迂迴影響，令詩人可以將生活世界的觀察和聯想融入

創作中，這較直接從翻譯詩歌汲取養分更有效帶動中國新詩的創作。中國象徵主

                                                      
6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 Translated Modernity —— China, 1900-1937, 

P.25. 
7
 見張德厚、張福貴、章亞新著：〈第二個十年小結：新詩向現實深化〉，《中國現代詩歌史論》，

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6，頁 458-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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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詩歌便是以這種迂迴方式來到中國，這可說就是哈貝馬斯所謂的「交流理性」

的一種體現，嚴復所譯的《天演論》可說就是十九世紀初業，最能突顯「交流理

性」的示例。嚴復非採直譯，而是把赫胥黎的原著消化後，再用淺易的文言迻譯

出來。嚴復在譯者序中，將自己的翻譯原則概括為「為達即為信」，明顯就是以

「達之於羣眾」為最重要的考量，這可說就是「交流理性」的最佳注腳。總括而

言，中國新詩的象徵主義，很大程度是藉着西方詩歌理論的翻譯，以迂迴的方式

影響詩人的創作，這點由於已溢出了本論文的研究範圍，但如果在此傳入軌跡上

探掘，相信應可探掘出不少翻譯過外國文學或創作理論的五四作家，如何在消化

理論後在自己的作品上呈現出新貌。 

 

8 重新檢視曹葆華、李金髮和侯汝華的意義 

 象徵主義在中國的扎根很大程度上是因着西方詩論的翻譯，本文第四章便分

別以曹葆華、李金髮和侯汝華作為象徵主義發展不同階梯的標示個案。曹葆華是

當時較勇於翻譯外國詩理論的知識份子，他將譯作結集為《現代詩論》，不少近

代詩歌研究者如孫玉石都肯定曹的詩論翻譯對當時的新詩創作起着啟蒙作用。曹

葆華在翻譯《現代詩論》的同時，其實開始創作共收 54 首「無題詩」的《無題

草》，當中有不少地方相信是從翻譯外國理論中得到啟迪的。「無題詩」的形式，

在中國文學傳統中可追溯至《詩經》和晚唐的李商隱、温庭筠，曹以新詩形式，

結合外國象徵主義手法的創作，可說是現代性之揉合各方面養分來改造傳統特質

的表現，只是歷來鮮有人將他的詩論翻譯跟詩歌創作連繫起來分析，本論文第四

章中對曹詩歌成就，提出更扎實的支持，其中尤以其鍾情的「影」意象所轉化出

來的「換喻鏈」：烏鴉、黑蟻、畸零人等，更是從未有評論闡述過，相信可以為

新詩研究補上一個重要位置的缺塊。 

 

跟曹差不多同期出道的李金髮則採取相反的創作態度，李鮮有翻譯詩歌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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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通過大量閱讀和翻譯外國詩來汲取養分，有時候甚至直接將外國詩的用語和

警句直接「雜糅」到自己的作品裏去。李金髮的詩作，初頭大概因為他在詩壇上

帶來了新鮮感，賺得了一些掌聲，但他的一些作品卻因頻繁地作「句秀」而變得

晦澀難明，因而備受針砭和遭擯棄，可說是「交流理性」的反面例子，但其實李

詩中並非全部都如此難明，李其實也刻意佈置了不少解讀密碼，方便讀者進入他

的詩境，本章便以實際的文本分析為李作一定程度的平反。 

 

 本章最後闡釋的詩人是侯汝華，他有明顯受李金髮的影響，但之後卻意會到

李「句秀」的寫作方向的負面效果，轉而發掘「純詩」的特質，風格上反而轉為 

接近曹葆華等現代詩派的詩人的創作方向。可惜，侯 28 歲便早夭，作品散佚不

全，故歷來甚少有對這位「過渡」兩種詩風的詩人的評論，本章承香港近年出版

的《海上生明月—— 侯汝華詩文輯存》之便，給侯的詩作作較詳盡的文本分析，

期望能替中國現代文學史補回這片「過渡」環節的缺塊。 

 

9 拓展「論述與創作對照」的闡述模式 

歷來關於中國新詩的論述，多集中於詩作跟時代背景相結合的闡述模式，

誠然「時代背景」並非單純影響詩人創作的因素，同樣新詩亦非詩人唯一的表意

途徑。不少五四詩人都有承當時「詩體大解放」的感召，對中國詩的發展作本質

上的思考，並寫下不少詩論。這些詩歌評論或詩觀的闡述成為詩歌創作以外，新

詩研究的最有力論證材料。如能跟詩人相關作品作對照閱讀，這樣便可以看到詩

人自己如何通過創作實踐自己的主張和體現詩觀，讓詩人為自己的創作文本作演

繹和下注腳。本文第二章便拿周作人的人文論述、對白話文標點符號的研究來分

析其代表作〈小河〉、又拿聞一多《唐詩雜論》中的論述來分析其《死水》中的

詩作而得出「休息馳態」的理念；第三章則以魯迅自己的〈摩羅詩力說〉闡釋《野

草》、又以徐志摩對泰戈爾的翻譯和註釋來勾勒其「散文詩」的醖釀過程；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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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又以曹葆華翻譯和編纂的《現代詩論》來剖析其《無題草》的含藴、又以李金

髮的評論來重新闡述他已給蓋棺論定為晦澀難明的詩作、又以侯汝華的散文來追

溯其詩作中相同象徵的演變。須知詩人從「詩論」到「詩作」可以算得上是一個

「橫的移植」，是詩人創作生涯的一個「橫切面」，每一個切面其實都是一個時代

的反映，情形就像氣象學家從樹木的年輪中，便可推測出當時的氣候特徵。一種

文體的發展，從來就是豐富多元的，與其說是像一把梯子上的必然的線性因循，

不如說是像一張繩網上偶發的峯迴路轉。既然已有前學為新詩的發展大約理出了

清晰的脈絡與流向，那麼不如沿河岸選擇幾個勝景，探掘其中的意藴，這未嘗不

是為過去太着重追溯文體發展流向的研究作一點補遺。本文旨在新詩發展的不同

時期，摘出具影響力的詩人，分析他們如何通過創作，實踐自己的詩歌主張之同

時，更創造出「現代傳統」，發揮承先啟後的作用，突顯中國現代性。這是之前

關於新詩研究較少採用的縱探模式，相信可為新詩研究探測並掘出更多的含量豐

富的礦藏。 

 

10 結語 

 新詩自 1917 年第一首新詩發展至今，剛好一世紀，回望以往的詩體發展，

無論唐詩還是宋詞，都需約一世紀的時間才臻於成熟，但新詩發展至今非但未臻

於成熟，還似乎有點卡在瓶頸之勢。本論文研究選擇在新詩出現剛好一世紀後進

行，其實就是藉着回望以往五四詩人發展的初衷、經歷過的掙扎和進行過的實驗，

試着從中找着突破瓶頸的策略和路向。這是為何本文會選擇研究新詩中的「現代

性」的原委。 

 

 本文四章大致分工和研究結果，上面已交代過，此處不再贅述。通過這研究，

筆者作為一位熱愛新詩創作的知識份子，與其說找着了回應新詩在今天互聯網時

代創作困境的策略，不如說是從開發新詩的先輩事蹟中，找着堅持寫下去的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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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這篇論文的讀者，如果同樣有志於新詩創作，會得到相同的感應，也能感受

到從五四以來一直積累在新詩中的情懷；這些情懷會在讀者心中激盪出新的情懷，

當這些情懷積累至不吐不快的程度，有些或會化為文字，成為新的作品，中國文

學中的「抒情傳統」便會漸漸壯大起來，薰染人心的力量也會隨之壯大，這也可

算是為鞏固「審美現代性」的一點貢獻，亦是本文題目中「盪懷生家國」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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