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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研究的三大教训

魏建

摘 要：长期以来，对《女神》的认识存在着明显的同质化倾向，大量研究成果似曾相 

识，而且陈陈相因。究其原因，研究者有三大问题非常突出：一是受制于作者的自述，二 

是受制于某种研究框架，三是受制于被遮蔽的历史认知。本论文通过对原著的重新解 

读，以及对相关史料的重新梳理和考辩，分析了这些问题如何阻碍《女神》研究的深化， 

揭示了现象背后的学术症候及其产生的原因。论文所总结的历史教训具有普遍性，不 

限于《女神》这一部作品，也不限于郭沫若研究。论文还以《女神》为中心对五四文学革 

F命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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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00年的历史，再回首，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还能被阅读、被阐释乃至被记 

忆。这极少数作品经过近百年历史的检验，未必就成为进入中国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即使称之为“经 

典”，其经典性很可能被遮蔽了许多，或者如胡塞尔所言被“错感知”①。对郭沫若《女神》的解读和研 

究，就是饱含这样历史教训的例证之一。

《女神》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量的成果似曾相识。或许其中有少量成果属于过度借鉴式的学 

术违规、抄袭式的学术造假，但多数成果并不是这样。它们看起来似曾相识，缘于扎堆式、重复式的同质 

化研究。究其原因，以下三个问题表现得特别突出。

一、受制于作者的自述

形成《女神》研究的同质化，首先是因为多数人的解读被郭沫若的自述左右着。上世纪80年代，有 

两本书为郭沫若研究者手头必备，《郭沫若论创作》和《沫若诗话》。《郭沫若论创作》分为九辑：一、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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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创作的基本问题和规律，二、论自己的创作道路，三、论诗歌创作，四、论历史剧创作，五、论小说和 

散文创作，六、论自传和回忆录创作，七、论美术和书法创作，八、论文学翻译，九、论其他作家与作品。① 

这是一部理论文献集，更像一部资料文献集。不仅第二辑论郭沫若的创作道路是史料文献，而且第三、 

四、五、六、八辑中都有郭沫若对其创作的自述。《沫若诗话》“选辑了郭沫若对诗歌的重要见解三百五 

十多条”②,加了标题按时间先后排列。难得编者下了很大功夫，给郭沫若的每一条诗话都加上详细的 

出处和必要的注释，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一时间，这两本书成了研究文学家郭沫若特别是诗人 

郭沫若最重要的资料专集，引用率极高。这两本书里有关《女神》的自述被引用得更多，也许，这些引用 

的研究者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被郭沫若的自述牵着鼻子走了。

许多《女神》研究者往往先看郭沫若如何谈《女神》，然后以郭沫若的自述为论据，再辅以“正如作者 

自己所说……”，显得特别雄辩。这样的“研究”，并没有进行真正的论述，而是对郭沫若有关回忆的复 

述和阐述，所得结论不是自己研究出来的，而是郭沫若给定的。郭沫若给了多少，那些研究者就说出多 

少。这不像是研究者论《女神》，更像是郭沫若论《女神》。这样的研究成果，难免所得结论大同小异，至 

今不绝。

这种“郭沫若论《女神》”式的研究长盛不衰，应该与长期流行的文学观念有关，例如“文学是社会生 

活的反映”、“诗人是时代的歌者”等，虽然观念陈旧却依然顽强存在。90多年前，也就是《女神》出版不 

久，这些文学观念在中国刚开始出现的时候，郭沫若就接受了。他不仅越发信赖，而且积极实践这样的 

观念,还以自己的创作为例证广为宣传。研究者们乐得被郭沫若自述引导，看到郭沫若提供了那么多自 

己想要的研究“资料”，如获至宝一般。与其说是郭沫若牵着研究者的鼻子走，不如说是研究者们主动 

认同这种观念及其学术套路的规训，或是不自觉地被规训着。

如此受制于郭沫若自述，很难有新的学术发现，如果有也只不过是从郭沫若其他自述中“发现”的。 

但是,研究者们并不太关注新的“发现”，还是对某些司空见惯的郭沫若自述更有兴趣，如以下就是最常 

被研究者引用的一段话：

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 

积，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③

这样的自述，很像是第一手资料，又特别对研究者们的胃口。“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这 

句话给定了惠特曼的《草叶集》与《女神》的联系，而《草叶集》在风格上与《女神》中的一些名篇很近似， 

也就肯定并强化了这种联系；“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继而给定了明确、具体的时代背景；“个 

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既给定了诗人“小我”，又给定了民族“大我”；“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 

了喷火的方式”，“喷火口”和“喷火的方式”虽是两个比喻，但所给定的东西也是比较明确的。“喷火 

口”应该是诗歌创作，“喷火的方式”应该是郭沫若的创作手法；“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给定了诗人 

当时的迷狂和亢奋状态，符合他自述的“火山爆发式的内在感情”“诗的创作的爆发期”等。寥寥60几 

个字，研究者想要的东西似乎全都有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时代背景和创作动机、“小我”和“大我”、 

理性和非理性。

郭沫若的自述太多，其自传多达100多万字，字数之多有可能创中国现代作家之最，其中有关《女 

神》的回忆文字特别多，但不同回忆文章中有些重要内容的回忆是不一致的，其中有的是不可靠的，还 

有一些回忆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总的来看，郭沫若关于《女神》的回忆内容有一个逐渐“清晰”的过 

程：其中感性的内容越来越少，理性的内容越来越多；偶然性的内容越来越少，必然性的内容越来越多；

① 见《郭沫若论创作》目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吴奔星、徐放鸣选编：《沫若诗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③ 郭沫若：《序•我的诗》，《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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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个人写作的因素越来越少，为社会、为民族代言式的因素越来越多。如郭沫若晚年有一封有关《天 

狗》的回信，就是典型的例证：

那是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写的，应该和《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等联系起来看，对于旧社会 

表示反抗，对于新社会表示憧憬……①

这样的回答虽然“清晰”，却离作品很远，离文学很远。“对于旧社会表示反抗，对于新社会表示憧憬”， 

这是在解读《天狗》吗？是在谈诗吗？

奇怪的是，不同水平的《女神》研究者好像都愿意选择郭沫若那些“清晰”的自述。低水平的研究者 

根本就不知道郭沫若还有其他的回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史料，只会引用别人的引用；水平稍高一点 

的知道郭沫若还有其他的回忆，但其他回忆不如这些“清晰”的论据更符合自己头脑中对《女神》的认 

知，所以也选择这样的引用；更高水平的研究者，不仅知道郭沫若还有其他回忆，也知道到哪里去找史 

料，但经过对不同史料的鉴别，还是以为这“清晰”论据更有利于他的论证，更接近问题的实质。郭沫若 

自述得越“清晰”，研究者引用得越多。引用材料的相对一致，又可能意味着郭沫若给定的结论相对一 

致。于是，一代又一代《女神》研究者跟着郭沫若“郭云亦云”，同质化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这种受制于作者自述的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中也普遍存在，只是《女 

神》研究较为典型。

二、受制于某种研究框架

本来，郭沫若的自述只是为研究者提供论据，那为什么论点和论证也是同质化的？原因是多数研究 

者都被某种研究框架“套牢”了。如《女神》研究中的“时代精神”框架和“浪漫主义”框架。

最早探究《女神》与“时代精神”的是闻一多。他的论文成了《女神》研究史上第一篇经典文献②，并 

且使“时代精神”成为《女神》的第一种阐释框架。闻一多所说的“时代精神”，是指20世纪的时代精神， 

根本没有提到五四，也没有“五四时期”的意思。文章的第一段研究者们特别熟悉：

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 

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 二十世纪底时代底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 

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③

全文从头到尾，“时代精神”就是“20世纪”的“近代文明”造就的先锋精神，具体呈现有五种。前三种是 

动的精神、反抗的精神、科学的精神，第四种大约是开放的精神，第五种接近于青春的精神。

后来对“时代精神”的认识发生转折，其标志是周扬论文《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也是大谈《女神》 

与“时代精神”的关系，但在“时代精神”前面加上了“五四”，称郭沫若“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 

歌方面的代表者”。周扬认为，《女神》中的“五四时代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自我的歌颂， 

二是对民族的歌颂，三是对大众的歌颂。郭沫若“正可以称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初的歌手”④。按照这 

样的阐释，一部充满激情的、个人化的诗集《女神》被揉进了过多理性的内涵、集体的内涵和政治的 

内涵。

①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页。

②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1923年6月3日第4号
③ 这段话，特别是第一句，是《女神》研究和评论中被引用最多的。

④ 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6 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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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随着五四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划时代标志被充分肯定，周扬的“五四时代精神”论 

引得一代《女神》研究者趋之若鹫，几乎到了言《女神》必谈“五四时代精神”的地步，久而久之演变成一 

种具有思维定式的研究框架。运用这一研究框架，研究者们找到了他们遵奉的文学观念，也适用于他们 

驾轻就熟的研究套路。用《凤凰涅槃》论述社会的更生、民族的新生，用《炉中煤》论述爱国主义，用《匪 

徒颂》和《巨炮之教训》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些研究者笔下，郭沫若成了旧社会 

的批判者、新社会的预言家，《女神》的文学内涵被政治内涵大大稀释，越发变得像是为中国革命史研究 

做注解，甚至闹了一些学术笑话。例如，当年的研究者特别关注《女神》中的《匪徒颂》和《巨炮之教 

训》，其实是特别关注诗中出现的革命导师的名字和“阶级斗争” “社会革命” “民族解放”等概念，却不 

知道这些字眼并不是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写的，而是来自《女神》1928年及以后的修改版，当时没有出现 

“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出现“阶级消灭”“社会改造”等。没有出现这类学术“硬伤”的学人，也受这 

一研究框架的暗示和引导，认为《女神》的主要价值在于“鲜明地反映了’五四’时期的革命精神和人民 

的要求。这些诗篇不但具有现实主义的基础，并且也已经孕育了社会主义的因素”①。他们特别肯定 

“诗人敏锐的观察力和强烈的时代感使他能够看到时代和社会前进方向，因而使他产生了对祖国光明 

未来的无比坚定的信心，并对新中国的出现作了革命浪漫主义的预言”②。这样，《女神》的经典性阐释 

就与文学无关了。

改革开放以后，学界极力弘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意义。《女神》研究者们很快就从对“五 

四时代精神”的革命史解读，转向对“五四时代精神”的思想史解读。此前做革命史解读时，特别关注 

《女神》中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后来做思想史解读时，特别关注人道主义、个性主义，以及近年来关 

注的现代性，总之都是关注《女神》的非文学内涵。仔细阅读又会发现，此前最关注的是“马克思” “恩格 

斯”“列宁”“阶级斗争”“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民族解放”等；后来最关注的是“我便是我了” “我赞 

美我自己”“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总之最关注的都是概念化 

的词句，而不是感性的、整体的作品。这两种认知路径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前者很像是给中国革命史研 

究做注解，后者很像是给中国思想史研究做注解，迷失的恰恰是他们本该研究的诗歌本身。

近年来，郭沫若及《女神》研究都有新的进展，但“五四时代精神”的框架依然像是一个异化的存在， 

它本应该是为研究者服务的，却变成了一种挣脱不开的枷锁。从革命史解读到思想史解读，“五四时代 

精神”框架一直把研究者束缚在《女神》所表现的历史的、概念化的内容中，好像研究“五四时代精神”就 

是研究那个时代的理性内容。这个研究框架中难以形成对《女神》进行审美观照。实际上，《女神》中的 

“时代精神”不是概念化的，而是被郭沫若诗化了的。文学创作主要不是一种理性活动，优秀的作品更 

不会如此，所有认为《女神》的价值来自某种思想的力量，都可能是对这部经典作品的误读。如果文学 

创作是从思想到思想，从概念到概念的过程，那么诗歌就只是一堆标语、口号的组合。然而，《女神》不 

是标语和口号，是诗，是具有经典性的好诗。好的诗与其对象世界一定建立了审美的联系。一旦建立了 

这种联系，概念化的思想都可以转化成诗的元素和诗美的力量，如《女神》中的泛神论。

《女神》研究中另一个长期流行的研究框架就是人所共知的“浪漫主义”框架。它与“五四时代精 

神”框架一样束缚着《女神》研究。好处是浪漫主义框架不排斥审美的研究；坏处有二：一是“浪漫主义” 

作为这一框架核心范畴的浮泛性，二是这一框架来自学术预设的自我封闭性。

“浪漫主义”作为这一框架的核心范畴，在多数研究者的理解和使用中常常是含混不清的。浪漫主 

义几乎成了非现实主义的含义。稍微清楚一点的《女神》研究者，面对作为冬学牢型的“浪漫主义”、作 

为创作歹毕的“浪漫主义”、作为创作榕诃的“浪漫主义”，尤其是三者混合曲亦祺，芜不感到难以厘清。 

假女神》中的“主情圭义?'占：'浪漫主义”难解难分又不能等同，更何况当时的郭沫若“不是

① 邵荃麟：《门外谈诗》，《诗刊＞,1958年第4期。

② 韩瑞亭：《谈〈女神〉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文汇报）,1961年5月27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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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义去做诗……一首诗可以有一种主义”①，主情主义也只是他各种主义中比较显眼的一种。这样， 

“浪漫主义”框架就是一个筐，《女神》中的一切艺术表现都能往里装。正是由于“浪漫主义”这一核心 

范畴的浮泛性，所以，这一研究框架出来的成果，虽是审美的，但往往是隔靴搔痒的，或是大而无当的。

“浪漫主义”框架还有来自学术预设的封闭性。《女神》之于浪漫主义，对于多数研究者是一个不争 

的事实，这也就成了《女神》研究最大的学术预设。大量的《女神》研究成果陷入循环论证。具体表现 

是，这类成果走不出“起点即终点”的怪圈。最常见的循环论证是：“起点”，《女神》是新文学浪漫主义 

的杰作；然后，举例说明《女神》中的浪漫主义表现；最后的结论，“终点”回到了“起点”——“《女神》不 

愧是新文学浪漫主义的杰作”。而且，总有人重复这样的论证，先是在论文中，后来可能是论文发不出 

来了就写进著作中，年复一年，代不乏人。这个框架是封闭的又好似万能的，什么都能拉进“浪漫主义” 

中来，大不了借助于诗的多义性、复义性或理解上的歧义性，也都能找到来自作品的依据。

以上研究框架的制约，导致《女神》超越时空的人类性价值②，被误读为一时的历史价值——表现 

“五四的时代精神”；一部造就了中国新诗审美规范的新诗集，长期被拘囿在“浪漫主义”的已知世界里 

摸索。要想更多地打开未知世界，必须挣脱这些框架的束缚。

三、受制于被遮蔽的历史认知

除了“时代精神”，多数《女神》研究者理解的五四也是被简化了的。如五四文学革命，在各种中国 

现代文学史著作中，无不是这样的简化：一个人的首倡，胡适；两篇发轲之作，《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 

革命论》；“一校一刊”的推动，北大和《新青年》；贯穿线索，新旧思潮之激战……这就是绝大多数人掌握 

的有关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信息。事实上，五四文学革命绝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刊物，某一个学校，某 

几场文学论争所能概括的。“文学革命”的内涵和外延比已有的历史叙述要丰富得多，至少它不是《新 

青年》派一家独秀，而是百家争鸣似的众声喧哗。然而，绝大多数《女神》研究成果正如已有的文学史著 

作中的叙述，把“文学革命”的众声喧哗理解为《新青年》一家之声。

郭沫若曾说：“中国文坛大半是由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 

社的也是一样。”③从这段话的上下文来看，郭沫若所说的“中国文坛”主要是指五四新文坛，而且他本人 

相当自以为是。然而，已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并没有类似的表述。这究竟是郭沫若自夸？还是文 

学史著作的疏漏？

先看我们熟悉的五四新文学先驱：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其中陈、周、李、钱 

都是日本留学生，的确占了先驱的“大半”，但“先驱”并不包括郭沫若及“创造社的主要作家”。

下面以胡适文学革命的活动为参照，看看《女神》时期郭沫若在干什么：

1915年夏，胡适与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等在美国的留学生，讨论中国文学问题④；同时，郭沫若与 

郁达夫、张资平等在日本同校留学的同学毕业⑤。

1915年9月，胡适入哥伦比亚大学从杜威读哲学，入学后刻苦攻读哲学⑥;是年9月，郭沫若入日本 

第六高等学校学习，与成仿吾住在一起⑦,入学后主要是大量阅读外国文学。这一年，郭沫若翻译了海

① 郭沫若：《论诗》，《新的小说）,1920年二卷一期。

② 参见朱德发：《重探郭沫若诗集〈女神〉的人类性审美特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③ 麦克昂：《桌子的跳舞》，《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④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15-216页。

⑤ 郭文友：《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⑥ 见胡适1915年下半年《留学日记》，《胡适文集》，第2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⑦ 成仿吾：《怀念郭沫若》，《文汇报＞,1982年11月24日；史若平编：《成仿吾研究资料》，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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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诗《归乡集》第十六首等①，同时他还一直做旧体诗。

1916年8月，胡适在创作白话诗《朋友》，后更名《蝴蝶》②；同时，郭沫若与佐藤富子相爱，开始 

通信。

1916年10月，胡适与陈独秀通信，提出八个“文学革命”的条件③;是年圣诞节，郭沫若用英文为佐 

藤富子创作散文诗，后改成中文④。

1917年1月，胡适发表论文《文学改良刍议》，正式倡导“文学革命”；大约同时，郭沫若创作后来收 

入《女神》的《Venus》和《别离》等⑤。

1917年6月，胡适回国，8月任职北京大学教授⑥;是年暑假，郭沫若将自己选译的《太戈尔诗选》向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写信求售，遭拒绝⑦。

1918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⑧;夏秋之交，郭沫若创作后来收入《女神》 

的《新月与白云》等⑨,开始与张资平、成仿吾等人讨论筹办同人纯文学杂志事⑩。

1918年9月，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脱稿，交商务印书馆⑪；是年冬，郭沫若“写出小说《骷髅》， 

投寄上海《东方杂志》，未刊”⑫。这一年郭沫若创作了两篇后来收入《女神》的新诗⑬。

1919年2月，胡适翻译多首外国诗，不久在《新青年》陆续发表叫同时，郭沫若创作了小说《牧羊哀 

话》，不久在《新中国》杂志发表⑮。

1919年7月，胡适发表论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⑯；同时，郭沫若开始了《浮士德》的 

翻译⑰。

1919年9月，胡适作《谈新诗》叫同时，郭沫若新诗《鹭鹏》在《时事新报•学灯》正式发表。9-10 
月间，郭沫若接触惠特曼的《草叶集》，创作了后来收入《女神》的《浴海》《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⑲。

1919年12月，胡适作新诗《一颗遭劫的星》⑳；同时，郭沫若写成后来收入《女神》的《雪朝》《晨安》 

《匪徒颂》《地球，我的母亲》《三个泛神论者》《夜步十里松原》《夜》《死》等一大批好诗，进入郭沫若“诗 

的爆发期”㉑。

1920年1月，郭沫若作新诗《凤凰涅槃》《天狗》《炉中煤》《演奏会上》《沙上的脚印》等㉒；同月，郭 

沫若诗论开始在《时事新报•学灯》陆续发表㉓。

①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114页。

②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47页。

③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52页。

④ 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0页。
⑤ 陈永志：《〈女神〉校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262页。

⑥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94页。

⑦ 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9页。

⑧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06页.

⑨ 陈永志：《〈女神〉校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页。

⑩ 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6-107页。

⑪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325页。

⑫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一卷，北京冲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108页。

⑬ 陈永志：《〈女神〉校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页。

⑭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335页。

⑮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2017年版，112页。

⑯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363页。

⑰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73页。

⑱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378页。

⑲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9页。

⑳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387页。

㉑ 陈永志：《〈女神〉校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4页。

㉒陈永志：《〈女神〉校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4页。

㉓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2-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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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3月，胡适《尝试集》岀版①；1920年5月，郭沫若、宗白华、田汉《三叶集》出版②；1920年6 
月，郭沫若开始与吴芳吉通信论诗③。

1921年8月，郭沫若《女神》出版;1923年8月，鲁迅《呐喊》出版。

参考以上信息和有关史料可以做如下梳理：五四“文学革命”，至少有两条线索。一条源自美国留 

学生，另一条源自日本留学生。美国留学生中胡适贡献最大，日本留学生中有两个群体做出了很大贡 

献：以陈独秀为核心的《新青年》派和以郭沫若为核心的创造社派。文学史著作只记录了胡适和《新青 

年》派的贡献，郭沫若一派的贡献被遗忘了。在“文学革命”的自觉倡导等方面，后者确实落后于前者， 

但在文学理念的纯粹性上，在诗学的建设上，在诗歌创作的质量等方面，后者明显高于前者。

这一段被遗忘的“文学革命”与《女神》的创作关系密切，但前人没有引起重视，往往就《女神》谈 

《女神》，或是放在新诗史上谈《女神》，从未有联系文学革命进行探究。如同晚清文学改良包括诗界革 

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五四文学革命也包括诗的革命、文的革命、小说的革命。这其中，诗的革命最 

重要的创作实践和文学实绩就是《女神》。从与胡适文学革命活动的对比还可以发现，以往郭沫若一些 

看似个别、偶然的事件，个别的、偶然的人际交往，都与文学革命发生了关联。限于篇幅，本文只举两个 

例证：

被遮蔽的个别、偶然事件，例证之一是郭沫若与泰戈尔相遇。

大约在1915年春，郭沫若偶然读到泰戈尔《新月集》④。这看似极偶然的小事，实际是有关文学革 

命的大事件。郭沫若把自己的诗生活分了三个时段：“诗的修养时代”“诗的觉醒期”“诗的爆发”⑤。以 

往的《女神》研究特别重视“诗的爆发”，忽视对他“诗的觉醒”做进一步开掘。“诗的觉醒”起于郭沫若 

与泰戈尔的相遇。泰戈尔为什么能吸引他？郭沫若说：“第一是诗的容易懂；第二是诗的散文式；第三 

是诗的清新隽永。”⑥假如泰戈尔诗不容易懂，郭沫若很可能回头继续陶醉于唐诗、宋词了。郭沫若所说 

的“诗的散文式”包括散文诗形态、口语形态和无韵形态。“诗的清新隽永”，主要是指诗的明朗而富有 

诗意。如果说“诗的容易懂”主要是打破了郭沫若与异域文学之间的阅读障碍，那么，“诗的散文式”和 

“诗的清新隽永”则改变了郭沫若诗的理念：诗可以没有外在格式，不一定非得有韵，明白如话的诗也可 

以很有味道。换句话说，“诗的革命”在郭沫若那里正式开始了。

泰戈尔对郭沫若的影响还在于他的泛神论，但只看到泰戈尔泛神论思想与郭沫若思想之间的关联 

是不够的，只看到泰戈尔诗歌与郭沫若诗歌之间的关联也是不够的。郭沫若从泰戈尔那里获得的是一 

种境界的升华，这是宗教境界与艺术境界相互造就的升华。泛神论让郭沫若在悟“道”的同时悟“诗”。 

“道”促使郭沫若进入“诗”的堂奥；“诗”促使郭沫若悟得道的真谛。对于一个优秀的诗人而言，只有对 

“道”的发现才能感受诗美。对“道”的言说就是“诗”，“道”就是“诗”的最高境界。这使郭沫若的“诗 

的革命”获得了比胡适等人高得多的立足点。他从一开始关注的就不是白话能否入诗问题，而是为新 

诗寻找取代旧诗艺术规范的“诗之精神”，进而促成郭沫若找到了新诗的诗美规范——“内在律”。

被遮蔽的个别、偶然的人际交往，例证之一是郭沫若与吴芳吉的对话。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的读者，吴芳吉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在五四前后的诗坛他名噪 

一时，曾被誉为中华民国的“开国诗人”⑦。他的新体诗和旧体诗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试图在已有 

中国诗词的基础上吸收翻译西方诗歌，走出现代中国诗歌的一条新路。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 

集•导言》中说:沈玄庐的“《十五娘》是新文学中的第一首叙事诗”。而事实是：沈玄庐《十五娘》发表的

①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96页。

② 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3页。

③ 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4页。

④ 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第74页。

⑤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300页。

⑥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9页。

⑦ 参见吴汉麋、李坤栋选编：《吴芳吉集》，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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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年，吴芳吉的《婉容词》就已经在杂志上发表并广为转载。当时许多人能够随口吟诵出《婉容词》的 

精彩段落，作为新体诗的典范在中小学流行。他的《笼山曲》是罕见的长篇新诗，前几句是：“我自笼山 

来,/我作笼山曲。/笼山在何处？ /在那白云缥缈之仙乡，/在那青松攒聚之龙族;/在那鹭鸟盘视之危 

峰,/在那猛虎狂嘶之断谷;/在那镇雄之肩,/在那乌蒙之腹……”这显然是新诗，不是旧体诗。

就在《女神》创作期间，郭沫若与吴芳吉多次通信论诗。1920年6月中旬，郭沫若致信吴芳吉，赞美 

他的《笼山曲》《明月楼》《吴淞访古》《婉容词》，很快又得到吴芳吉的回信①。是年8月，郭沫若作诗《送 

吴碧柳赴长沙》寄吴芳吉②。是年9月7日，上海《新的小说》杂志发表了郭沫若的《论诗》，实际上是7 
月26日郭沫若给陈建雷的一封回信。信中抄录了后来收入《女神》的《春蚕》。郭沫若说：“这首诗还不 

曾发表过，我只在日前抄示过吴芳吉。”③由此可见，这期间两位诗友关系密切，惺惺相惜，更重要的是二 

人诗学观念的相通④。

如何摆脱旧诗的桎梏，创作出适应现代中国人情绪抒发和语言表达的新体诗？从民国初年到五四 

时期，有很多人都在探索着。在诗体上，曾有过如下探索方向：一是解放诗体，以胡适为代表；二是创造 

新体，以郭沫若为代表；三是改造旧体，以吴芳吉为代表。从时间上说，这三个方向的探索之后才有了闻 

一多等人对新诗格律化的贡献。

关于第一个方向，胡适的解放诗体以及做白话新诗的箪路蓝缕之功，所有的文学史著作都给予了充 

分的肯定。可是，只见一边倒的对其历史贡献的赞美，缺乏对胡适白话新诗的历史教训的检讨。而且那 

些赞美的结论不无对胡适作用的夸大，似乎没有胡适就不会有中国新诗似的。

关于第二个方向，已有的文学史叙述也不够准确，尤其对郭沫若的创造新体认识不足。就诗体形式 

而言,前人特别强调《女神》对于自由体新诗的开创性，忽视了他对中国新诗诗体的多方位探索。其实， 

《女神》中创造或借用的诗体是多样化的，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自由体，基本不受形式约束。这一类 

数量并不多，代表作品是《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二是半自由体，部分地讲究用韵、音步、分行、 

形体等规律。这一类数量较多，名篇如《地球，我的母亲》《晨安》《匪徒颂》等；三是新格律体，字数基本 

固定，基本押韵、讲求对称。这也不在少数，名篇如《炉中煤》《匪徒颂》《新阳关三叠X Venus）《三个泛 

神论者》等。四是歌剧体和半歌剧体。这一类数量较少，有名篇《凤凰涅槃》，还有《棠棣之花》《湘累》 

等。其中，郭沫若的许多新格律诗发表于1919年，比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认定的新 

格律诗开山之作——陆志韦的《渡河》早了三年多。再看《女神》时期郭沫若发表的50多首佚诗，他创 

造的新诗体就更多了。

至于第三个方向，完全被遮蔽了。单说新格律体，吴芳吉的探索相当成功。他为节奏而追求格律， 

但不受固定格式的限制；为吟诵而押韵，但不受平仄的规范；为形体而对称，但不受章节的约束。对此， 

吴芳吉既有成功的创作实践，又有理论见解⑤。

《女神》时期吴芳吉与郭沫若有关诗的交流，应是20世纪中国诗体发展征程中两个重要方向之间 

的对话，也应是五四文学革命研究的重要内容，可惜因为历史认知的遮蔽，至今还在绝大多数研究者的 

视野之外。

（责任编辑：素微）

① 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第144页。

② 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第148页。

③ 郭沫若：《论诗》，《新的小说＞,1920年二卷一期。

④ 参见蔡震：《郭沫若与吴芳吉：一首佚诗，几则史料》，《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3期。
⑤ 参见吴芳吉当时发表的诗论，吴汉礒、李坤栋选编：《吴芳吉集》，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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