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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观念对初期中国“纯诗”的塑造

　 　 　 罗振亚

摘　 要: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等倡导的“纯诗”及实践,不单纯

是引入马拉美象征主义诗学的“欧化”结果,而是西方象征诗学和日本辰野隆的心灵愉

悦理论“合力”促成的。 穆木天、王独清强调将诗与散文的世界分开,要有大的暗示能,
即来自穆木天的指导教师辰野隆的“激发”,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诗歌的物哀情调和

日本的异域体验、艺术观念密切相关,他们诗歌的色音追求也源于日本文化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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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坡:《诗的原理》,潞潞主编:《准则与尺度———外国著名诗人文论》,北京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 页。

“纯诗”的有关问题已是全球文学圈内的常识。 它先是由美国诗人爱伦·坡论及,说理想之诗应该

“完全是为诗而写的”,是“美的有韵律的创造” ①;而后在象征主义诗歌鼻祖波特莱尔那里发端,中经马

拉美的奠基,到 1920 年瓦雷里在为法国作家法布尔的《认识女神》所写的前言里第一次提出,最终逐渐

蔓延为一股世界性的艺术潮流。 中国“纯诗”概念的正式出现,是在创造社后期三诗人之一的穆木天

1926 年发表的文章《谭诗》中,他和王独清、冯乃超联袂互动,在《创造月刊》创刊号上共时性推出诗论

和创作文本,吹送出“纯诗”的最初信风。 后来通过梁宗岱、李健吾、戴望舒、何其芳等人的不断阐发和

实践,形成了不绝如缕的创作与理论现象,虽然它在抗战期间一度消隐,但又多次被 20 世纪 50 年代的

台湾现代诗运动和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潮诗人重提,影响持续而坚挺。 对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穆木天、
王独清等倡导的“纯诗”及实践,以往国内学术界基本认定是引入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欧化”结果,殊
不知它远非那么简单。 事实上,它是西方象征诗学、日本辰野隆的心灵愉悦理论和诗人主体日本际遇的

多元“合力”促成的。 穆木天、王独清在文章中强调诗要将自己与散文的世界分开,要有大的暗示能,即
来自于穆木天的指导教师辰野隆的“激发”,中国初期“纯诗”中的物哀情调和色音追求,也同日本文化

观念的制约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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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力”激发的纯诗场域

1925 年,李金发的诗集《微雨》出版,宣告现代主义诗歌开始在中国的自觉生长,并且他和蓬子、胡
也频、石民、侯汝华等诸多诗人一道,把诗坛渲染得十分热闹,酿成了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先锋诗歌群

落———象征诗派。 但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发现李金发因根基浅薄,只能让“将东西两家,试为沟通”的愿

望停浮于口号层面,真正把象征诗派支撑起来产生影响的,是直接领受“异国熏香”的王独清(诗集有

《威尼市》《圣母像前》)、冯乃超(诗集有《红纱灯》)和穆木天(诗集有《旅心》)等创造社后期三诗人。
特别是 1926 年 3 月,《创造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留学日本的穆木天被誉为中国象征主义宣言书的文

章《谭诗》,和王独清的响应之作《再谭诗》,提出“纯粹诗歌”概念,将中国新诗引向了“纯诗”道路。
问题是中国“纯诗”的提出为何是在 1926 年,为何是在日本,这个时空的场域又是如何形成的,上

述一系列的现象背后究竟隐含着什么样的动因抑或背景? 在笔者看来,它是多方因素“合力”激发、促
成的结果。

一是缘于诗人情思与时代氛围的心理遇合。 五四绝非只是历史记录的冷态符号,它对社会、时代和

人的心灵冲击影响的内涵,比人们想象的远为阔大、复杂得多,其最明显的表征即是投诸文坛的那种动

荡与茫然。 随着五四运动落潮,时代的情绪渐从高扬个性与反抗向自我失落的感伤转移,很多知识分子

的心里滋生出一种浓厚的苦闷、忧郁与悲戚,这便给象征主义在中国萌芽提供了最为适宜的土壤与气

候。 而穆木天、王独清和冯乃超三位诗人又偏于内向、敏感、孱弱,或如王独清似的生活潦倒、友情崩坍、
孑然一身,或像穆木天似的婚姻不幸、家境凋零,多孤寂冷漠,颓废得无力自救,日积月累便形成了远人

厌世的心理结构。 同时,他们又是海外寄居的“游子”,为舒缓时代与个人的双重郁积,这几位对现实不

满又无可奈何、找不到出路的诗人,只好以歌当哭。 可他们的情思难与浪漫主义的澎湃激越协调,也和

现实主义的理性客观相去甚远,却贴近着象征主义的颓废唯美;所以,他们自然钻进波特莱尔、魏尔仑、
马拉美、耶麦、果尔蒙等营造的艺术天地,沉迷于象征主义诗歌迷离的意象、缥缈的字句与幽抑的节奏等

因素组构的神秘氛围,回味起心灵的阴晴圆缺、风雨雷电来。 难怪马拉美、拉法格的诗让穆木天“如获

至宝”,他说:“我记得那时候,我耽读古尔孟、莎曼、鲁丹巴哈、万·列尔贝尔克、魏尔林、莫里亚斯、梅特

林、魏尔哈林、路易、波多莱尔诸家的诗作。 我热烈地爱好着那些象征派、颓废派的诗人。”①三诗人当时

的情形从其耐人寻味的陈述中可窥见一斑。
二是由特殊的生命氛围所铸成。 仅仅从时代情绪视点并不能完全说明“纯诗”理论与创造出现的

原因,还揭示不出它为什么没在其他诗人那里发生,而偏偏发生在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身上的独特

点。 这就涉及“纯诗”发生的直接原因,即三诗人面临的艺术与生命氛围问题。 作为大学生,他们都在

日本留学或生活数年,这种知识结构特质与远离家国的“流浪”遭遇聚合,使他们既敏感于个人的愁苦,
同时“近水楼台”,也容易直接深切地领悟象征主义的妙处,从审美趣味和思想感情层面与之共鸣。 因

为当时的日本诗歌界象征主义气氛浓郁,创造社后期三诗人当时就身处“腐水朽城”的异国情调之中,
便于和那种氛围亲近。 穆木天是没落地主的儿子,1920 年又遭逢父亲去世,家境愈加凌乱,而久居异国

他乡的弱国子民心理上自然“阳气变成忧郁”,以至于 1923 年东京大地震时面对“只剩下一片灰尘了。
残垣破瓦,触目凄凄”的景象,却“反觉得那是千载不遇的美景”②,从中不难窥见诗人心理颓废的深度。
冯乃超在日本生活了 24 年之久,“因 1923 年 9 月东京附近发生的关东大地震,冯家破产,由于这个原

因,冯乃超对理工科失去了兴趣,开始热爱文学”,“喜欢读象征派、高蹈派的诗”③,他和知音穆木天谈

到:“很想作表现败墟的诗歌———那是异同的熏香,同时又是自我的反映———要给中国人启示无限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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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木天:《我的诗歌创作之回顾》,《现代》第 4 卷第 4 期,1934 年 2 月。
穆木天:《我的诗歌创作之回顾》,《现代》第 4 卷第 4 期,193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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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腐水、废船,我们爱它,看不见的死了的先年,我们要化成了活的过去。”①王独清的没落官僚家庭出

身,加上李义山、温庭筠等人的香艳诗偏好,使之虽然后来从日本转去法国留学,但在日本的经历和体验

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心理与审美结构,落寞孤独,诗中充满幻灭颓废情调,他说“我过去的倾向是经过浪

漫谛克而转向狄卡丹(Decadent———颓废的中文音译)的,不消说我过去的生活多是浸在了浪漫与颓废

的氛围里面”②。 而“处于动荡生活之中的留日留法学生,由于对中国的封建传统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抱

有‘双重的失望’,他们对现代主义一般都比较容易接受”③。 这些因素就决定了他们能够直接地通过日

本或者通过日本的中介,吸收象征主义艺术的营养,创造最富象征主义乃至“纯诗”神韵的作品。 这种

象征主义的艺术氛围,是推动他们进行“纯诗”提倡和创作的直接动力。
三是文学内在嬗变规律制约的结果。 这种制约是从正向承继和反向超越两个维度上展开的。 “纯

诗”在中国出现可以说是新文学传统的推动所玉成,讨论这个话题必须正视象征主义运动和象征主义

对中国的影响。 概括地说,象征主义是承接了浪漫主义的余绪,又开启了现代主义的先河,它最初萌动

于法国 19 世纪中期,鼻祖为波特莱尔,在他身边聚集了兰波、魏尔仑、马拉美等几员主将。 时至 20 世纪

初,象征主义逐渐扩展为全球性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其重要的特征是往往以隐秘暗示等表现技巧,传
达内心郁闷的愁思。 在开放、“拿来”的五四时期,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然主义等哲学

与文学思潮一起被援引到国内;并在和东方文化碰撞、融汇之后,在中国逐渐生根发芽。 一些新诗创作

的先觉者都曾译介过它,早在 1918 年 5 月,刘半农就在《新青年》上翻译德维的《我行雪中》等象征诗;
1919 年茅盾不仅介绍斯特林堡、沁孤、梅特林克等表象主义剧作家,还在 1920 年的《小说月报》11 卷 12
期上发表《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吗》,主张“不得不先提倡”表象主义;而《少年中国》有更集中的

介绍,田汉发表于《少年中国》三卷四、五期的《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百年祭》,直接称誉“波陀雷尔”为“法

国十九世纪罗曼主义的殿将、象征主义的先锋”。 刘延陵、闻天二人又于 1922 年、1924 年分别出版《法

国象征主义与自由诗》《波特莱尔》,更系统深入地评价象征主义,除波氏之外,梅特林克、马拉美、耶麦、
魏尔仑、凡尔哈尔等皆被纳入译介视野。 在对象征主义的整体认同中,一些诗人开始实验移植象征诗。
如胡适的《鸽子》就借“夷犹如意”飞翔的鸽子,暗喻对无拘无束那种自由个性的渴盼,虽笨拙粗糙但已

初具象征诗雏形。 至鲁迅的六首白话诗,已有道地的象征意识,朦胧老练,《桃花》像是写“杨妃红”的生

气桃花,实则曲比听不得批评的自视清高的知识分子,深沉婉转。 周作人的《小河》乃“新诗中的一首杰

作”,被石堰堵截挣扎乱转的小河描述,隐含着自由遭到扼杀的痛苦和对人性伸展的呼唤,情思与表现

均多得波特莱尔韵味。 发难期的创作实践、理论输入,表明象征主义诗歌始在中国起步,现代化、多元化

情绪与表达已成为诗歌的趋向和潮流,象征诗派在中国的出现是水到渠成的。
“纯诗”的三位代表诗人在传统与现代传统的荫庇下生长,自然受惠于前人的开拓,但因留学之故

更多得益于日本象征主义文学氛围的熏染,他们提倡“纯诗”也可谓源自辰野隆教授的“激发”。 据考

证,“20 世纪前 10 年,象征诗成为日本诗坛的主流”④,在鼻祖蒲原有明的统领下,大手拓次、荻原朔太

郎、三木露风、北原白秋、川路柳虹等名家云集,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三诗人在日本求学期间创作界象

征主义氛围浓郁,如冯乃超 1924 年进入京都帝大写诗,就“喜欢读象征派、高蹈派的诗”⑤。 在理论上著

名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执教于京都帝国大学和京都三高,其广义的象征主义学说对喜欢文学的学生诱

惑力很大;尤其是穆木天在京都帝国大学读书时,文学部法语法国文学科的三位教授辰野隆、铃木信太

郎、山田珠树,分别讲授“19 世纪法兰西文学思潮”“象征诗派研究”“现代小说与心理解剖”等均倾向于

现代主义文学的课程,所以 1923 年“穆木天从京都来到这里之后,会感到完全进入了‘象征主义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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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木天:《谭诗》,《创造月刊》第 1 卷第 1 期,192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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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①,恰逢其时。 其中辰野隆教授当时是穆木天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事过多年之后穆木天提到“在

学校读书时,辰野隆先生以法文学之本质为拉丁精神与高尔精神之不调和见教。 当时认为是无上的新

的启发……文学研究的方法起了革命,而势所必然地要影响到我这个学徒身上来了”②。 这种“启发”
“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引导还在于‘纯粹诗歌’理论的建构”③,探讨纯诗的《谭诗》的写作。
写作该文稍早一些时候,无法确认穆木天是否接触过伯雷蒙有关“纯诗”理论的资料,但其间正值撰写

毕业论文《阿尔贝·萨曼的诗歌》,“法国文坛的最新消息,肯定也会成为他们师生间的话题”;1926 年

秋天辰野隆写了介绍法国“纯诗”讨论的文章《关于“纯粹诗歌”的论争》,师生二人之间关于“纯粹诗

歌”问题肯定有很多交流和沟通。 “了解了这些情况,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穆木天在写《谭诗》的时候,
会把注有法文 La

 

poesie
 

pure 的‘纯粹诗歌’概念,那么自然地拿来作为评判诗歌的标准和讨论新诗发展

的前提”④,不然无法想象穆木天认同的纯诗的本质在于“交响”和辰野隆“纯诗”同内心的愉悦观点的

基本一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辰野隆激发了穆木天对纯诗问题的探讨,并由此推出了一片“纯诗”
理论的场域。

“纯诗”理论和创作的出现也是对诗坛弊端的一种定向反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新诗陷入了停

滞困窘的危机境地之中。 现实主义诗歌大多粗糙浅白,浪漫主义诗歌则平淡显露,疲软得很,对于那种

在革命低潮期滋生出的忧郁苦闷情愫,自由诗开始泛出传达的无力性;而且其形式自身也很快就出现了

背离诗歌本质的散文化痼疾,结构松弛。 对当时诗坛的态势,可用“单调二字涵括,一切作品都像个玻

璃球,晶莹透明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朦胧。 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和回味”⑤,文学的维度被严重

削弱。 事实上,危机肇源与新诗的拓荒者胡适有关,他在把诗神从一个死胡同领出来的同时,又领进了

另外一个死胡同。 他的“要须做诗如做文”的理论主张,只注重语言的精确,而不注意隐秘的模糊性,能
够打破旧诗格律的镣铐;但更容易把诗引向“非诗”的歧途,因此说新诗陷入困境实乃必然。 面对诗坛

的“无治状态”,倡导“纯诗”者十分不满而且试图矫正,在《再谭诗》中,王独清表示要“治理文坛审美薄

弱和创作粗糙的弊病”⑥;在《谭诗》中穆木天更直截了当地申明,“中国的新诗的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

大的罪人。 胡适说:作诗须得如作文。 那是他的大错……几乎使新诗陷入无法自容的尴尬境地”,进而

批评“现在作诗,非常粗糙,这也正是我痛恨的一点”⑦。 正是出于拯救诗坛于危机的意愿,敦促王独清、
穆木天、冯乃超三位诗人,和徐志摩、闻一多等人以新格律诗营构诗坛秩序同步,从另一个向度上开始实

施以暗示能的强调、扩大诗歌思考的空间,大胆提倡“纯诗”,使新诗步入了现代化的进程。

二、现代诗意中的“物哀”倾向

现代自然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 19 世纪以前的传统文学,大体以再现客观世界为主,轻心态,重世

态,群体文明那种诗意结构曾经显赫一时;但是,当个体之人渐次脱离群体,一点一点地走下历史“祭

台”的瞬间,它便开始面临新的抉择。 象征主义的一大功绩,就是完成了诗意从“古典”向“现代”的艰难

转换。 它把诗歌的观照点由外部现实与客体拉回到主体心灵,把普通人的境遇纳为现代价值的发祥地,
捕捉人类个体转瞬即逝的心灵意向与感应。 它的直接后果是恶丑原则替代美善原则,“苦味儿”上升为

艺术最基本的感觉。 诗人波特莱尔及其代表作《恶之花》可视为它的典范。 象征主义这种观念传到日

本,引发出许多类似的表述。 诗人北原白秋在 1909 年出版的诗集《邪教》小序中讲到,所谓象征,即在

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震颤中,去寻觅心灵的欷歔,去憧憬缥缈的音乐的欢愉,去表现自我思想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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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木天的指导教师辰野隆这样谈论“纯诗”:“凡是诗歌里都存在着某种超越理性的,不能用言语来说明

的东西。 把这个称为神秘也好,称为秘密的魅力也好,总之,它是诉之于人的内心的潜藏着的愉悦。”①

不论是心灵的欷歔、缥缈的音乐的欢愉,还是内心潜藏的愉悦,都顺应了现代诗意那种“向内转”的主体

美学原则。
 

受西方“纯诗”主张、辰野隆等具东方色彩理论阐释的启悟,穆木天、王独清和冯乃超这三位诗人也

确立了比较自足的诗歌观念。 他们认为,写诗越能向人的灵魂深处掘进,就越能带来思想智慧的提高与

丰富。 为对抗诗坛当时的“散文化”流弊,他们“要求是‘纯粹诗歌’” “是诗与散文的纯粹的分界”②,从
生命哲学和精神现象学出发,提倡发掘“潜在的能” “人的内生命的深秘”,以规避散文的“外生命”表

现,甚至不无偏激地说“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③,已浸染着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的排斥理性色

彩。 在给“纯诗”开列的公式“(情+力) +(音+色)= 诗”④里,也仍“情”字当先。 他们在创作中虽也观照

客观景致与直觉现象,但只是以之作为艺术的起点,目的在于表现超越外在现实的内在体验,有为艺术

而艺术的唯心的痕迹,却也契合着诗为主观艺术的本质特质。 这种贵族性的诗歌观念,抒情主体对客体

的处理路径,形成了“纯诗”内向聚敛式的感知世界的方式,使它不再在现实与时代区域寻觅诗意,而聚

焦于心理体验的内宇宙真实,承担记录个人情绪与灵感的功能,成为人在精神领域的独白与自传。 这种

对个体生存之不完善与真实性的确认建构的诗境,由于已涉入下意识与潜意识领域,自然给诗带来许多

模糊朦胧以至神秘的因素。
也就是说,“纯诗”大体属于一种情态文本写作,属于经验性的客观具象的符号组织,它不满足于对

象的表象世界展现,而总是力求在双向同化、主客融汇中超越之,以传递私有化的个人情绪,进而实现诗

意的现代性转换,与以前诗歌历史上的“精神化石”划开审美界限。 因为后者基本上隶属于古典的群体

诗意,龚自珍的那种“一箫一剑平生意”中箫声、剑气的心态,和周作人的《小河》那种意蕴所指,终究还

都停留于类文明的诗意闪烁层面,不论是崇高还是肃穆的诗意形态,其中均沉淀着众多深层的群体意

向;而“纯诗”传达的却都是不可重复、极其个性化的现代诗意,表现的多是跃动在时代大潮之外的诗人

心灵潮汐的回味与咀嚼;充斥视野的是现实与理想错位、脱节后的悲剧性感觉:叹前程之渺茫、哀人生之

多艰,厌世绝望,孤寂疲惫,伤感抑郁的情调扩张为占绝对优势的主旋律,并且因为异域体验和艺术观念

的耳濡目染,“纯诗”的现代诗意中充满许多“物哀”的因子。
何为“物哀”? 我们无力也无意在此概念及历史上纠缠,搞清其目的只是为说明问题起见。 “‘物

哀’是将现实中最受感动、最让人动心的东西(
 

物)
 

记录下来”,“写触‘物’的感动之心、感动之情,写感

情世界”。⑤ 按照日本人的理解,从物哀的性质可将之分为感动、调和、优美、情趣和哀感五类,其中最突

出的是哀感。⑥ “日本人的敏感纤细,使其在审美意识中觉得越是细小、短暂的事物越具有纯粹的美

感”⑦,这种“物哀”传统与支配几千年中国古典诗歌的悲凉基调不无相通之处,它决定了日本诗歌好以

空灵淡雅、清幽闲寂之物象,咏叹生命无常和时光易逝,所以折射到日本人的心里,具有“物哀”之心,能
够分寸感很强地以质感的意象传达情感,才是好诗人。 所以“象征主义登陆日本后即与‘物哀’传统相

融合,带上了浓厚的唯美和颓废的色彩”⑧,遍查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三诗人诗歌文本中的灵魂情思

“黑洞”,悲观灰颓,和西方、日本象征主义诗歌的世纪末姿态具有惊人的异质同构性。
作为都市浪子,置身异化情境中设身处地的感受与体验,使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三诗人不自觉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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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感染上了都市忧郁症,将梦、丑、恶等颓废事物视为生命、生活与本色和原态。 于是,命运无常、人生

如梦、生活幽暗等情调便大面积地集聚诗人笔端,诗美也因之发生了变异。 据日本学者岩佐昌暲考证,
冯乃超“是一位频繁使用‘苍白’一词的诗人”,其诗集“《红纱灯》由 43 首组成,其中 14 首使用了‘苍

白’一词”①。 如果认同新批评理论家弗莱的观点,即一个语象在同一作品中再三重复,或在一个诗人前

后的作品再三重复,就渐渐积累其象征意义的分量,成为积淀着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原型象征;抛却反复

出现的落叶、坟墓、夕阳、寒风、残梦、乱影、悲哀等残缺丑痛、阴滞冷森的意象不谈,仅仅频繁复现“苍

白”恐怕绝非仅仅是一种嗜好,其“用意”虽然研究者语焉不详,却至少指涉着冯乃超诗歌充满病态因

子、缺乏生机、黯淡灰颓的基调判断。 其实,整本《红纱灯》吟咏的就是“颓废、阴影、梦幻、仙乡”,神秘而

缥缈、痛楚又感伤。 “苍黄的古月地平线上泣 / 氤氲的夜色露湿 / 夕阳的面色苍白了 / 沉重的野烟 / 沉重

的忧郁”(《苍黄的古月》),负荷着黯淡凄冷的情感的词语排列,已氤氲着低抑的情调。 夕阳逐渐西沉,
面容憔悴、苍黄瘦弱的月亮哭泣于地平线上,满含如泪的露色,夜色湿闷沉重,好像田野的暮烟也升不起

来。 面对“古月”,谁又能不万点忧思,一腔愁绪,谁又感受不到严冬的到来,黑暗的逼压? 可见阴冷萧

索的景物观照中,都蛰伏着消沉忧郁的“灵魂的日暮”情怀! “一朵枯凋无力的蔷薇 / 深深地吻着过去的

残梦”(冯乃超《现在》)。 沉入残梦之中无力自救而只能沉思怀想之花朵,完全可视为一个弱者在美好

的理想幻灭之后悲痛绝望情绪的物象外化,美的凋零正如理想与爱的凋零,始终与甜美、温馨相连的爱

情书写激起的再也不是愉悦与美感,仔细读后却陡增惆怅与失落的心绪。 穆木天的诗集名字《旅心》就

极其耐人寻味,他那身受式的民族忧患本身即使其“隐伏着无限的血泪”。 他更善于从细雨、微光、泪
滴、草舍等浪漫意象中捕捉感伤与孤独的影子。 《旅心·献诗》里浅淡的语流里包裹的轻愁,如烟似梦,
说也说不清楚;《弦上》灰暗的冷色调凝结着惆怅孤寂的情绪,“忘尽了罢青春的徘徊 / 忘尽了罢猩红的

悲哀 / 啊无限的追忆啊 / 那都是梦里的尘埃”,已有人生似梦的绝望韵味;即便是被视为爱国绝唱的《心

响》,在“几时能看见九曲黄河 / 盘旋无际滚滚白浪”,“几时能含住你的乳房 / 几时我能拥在你的怀中 /
啊、禹城,我的母亲 / 啊、神州,我的故乡”的呼唤声里,仍然渗透着乡思之愁。 待到被生存折磨、心理失

衡的落魄情调型诗人王独清,文本中更充斥着悲哀的浪人愁思和对都市的陶醉享乐。 他经常在记忆中

美化已经逝去的一切,挽歌《吊罗马》看似在凭吊意大利的荒凉古城,实则在怀恋衰微颓败的故乡,罗马

再兴的最后招魂,更像为他失去了“功勋” “荣光”和“兴盛”的长安招魂;现代沉落与逝去荣光的比对

中,不乏呼唤新生的痛切爱国情愫,尤见涕泪交迸的悲痛与忧患;《死前的希望》竟把“荒凉的坟场”当成

“休息的卧房”,愈见生之艰难和痛苦。
判定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的创作有“物哀”之气,也意味着它从取境到内蕴均偏于“纤细”,看不

到多少传统的审美“风骨”。 其实,日本文化的熏染,使这三位诗人的“哀感”都很十足,但在以“物”传

达“哀”之情感的日本趣味方面却有所偏离,没学到位。 对其评价时必须结合具体的时代与文化语境。
正如当年的波特莱尔身心深陷于丑恶的境地,却始终苦恋着美与善、外表的冷漠下隐伏着滚烫的热情一

样;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三诗人个人的不幸际遇,因为和羁旅他乡的民族苦难的际遇同构共振,所以

其低抑的感喟里经常会闪烁着民族与时代的一丝苦闷的光影,颓废晦暗的诗思“黑洞”中,不时燃起几

缕情爱美、家园感、异国情调辐射的“微光”。 从这个向度上说,把他们称为“颓废诗人”,不如把他们称

为“颓废时代的诗人”更为恰当。 而且,若把现实与诗的关系转向心灵与诗的关系,从诗歌本体论的视

角看,更该承认三诗人那种“人类灵魂真实探险者”的身份,他们的诗弥补、恢复了常被人忽视而现代人

心灵中却一直存在的消极面,可以说远离了现实世界,也可以说是更深远的心灵拓展。

三、自足的艺术本体归趋

穆木天、冯乃超和王独清似乎更多诗人的直觉、敏感与细腻,他们“纯诗”探索的实绩主要是在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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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蒙幽微艺术世界的营构上。 说到艺术,东西方的“纯诗”理论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瓦雷里最初强调诗

的自主性,倡导没有任何非诗歌杂质的纯粹写作。 与之相应,辰野隆以为“所谓‘纯粹诗歌’,一言以蔽

之,就是主张‘诗是为诗而存在的,理性非诗’”,“‘纯粹’不是‘自然’”,“纯粹诗应该是极度地精雕细琢

的东西,因此它意味着是跟自然相对立的艺术领域里彻底地施加人工修饰的诗歌。 我认为,大凡处于自

然状态中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纯粹的”。① 东西方的影响和参悟在穆木天从形式“律动”、音乐性、
暗示性、思维术等角度论述“纯粹诗歌”的《谭诗》中均有回响,他和同样重视诗歌本体的王独清、冯乃超

一道,不让诗歌成为情感自然流淌的“跑马场”,而是突出“做”的环节,以艺术形式自足性的高扬,和充

满暗示力的朦胧美感,雕琢文本,打磨技术,独辟路径,并因此奠定了在诗坛的地位。
一是寻求暗示效应,创造以象征为核心的朦胧艺术美。 当我们面对“纯诗”的情思建筑物时,实则

是面对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的心灵与文化,或者说它们都充满着暗示氛围与象征意蕴。 即便是其中一

些个人化的意象,也累积着深厚的集体无意识源。 当年波特莱尔认为诗是带启发性的巫术,魏尔仑说好

的诗应如面纱之后的美丽眼睛,马拉美在批评巴那斯派时更干脆地讲不能直接称呼事物名称,否则就丧

失了诗歌四分之三的快感。 即象征主义在艺术上注重隐喻暗示,以造成诗歌的玄妙神秘。 受其影响和

启迪,“纯诗”者们直接挑明“诗是要暗示的,诗是最忌说明的。 说明是散文的世界里的东西”,“诗不是

像化学的 H2 +O = H2O 那样的明白的,诗越不明白越好”,“诗是要有大的暗示能”②;“诗,要作者不要为

作而作,需要为感觉而作”③。 种种非理性的直觉陈述,实际上都是要维护诗歌的含蓄蕴藉,发挥诗歌飘

忽性、多义性、暗示性的隐喻功能。 这种诗歌观念的统摄,决定“纯诗”探索者从两方面创造具备暗示效

应的结构。
一方面“纯诗”的暗示效应,来源于诗人深刻敏锐的直觉力。 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受暗示理论的

启悟,将波特莱尔由神秘主义哲学家史威登堡的“对应论”精髓翻版过来的“契合观”为圭臬,以一个个

的意象符号,象征、暗示和外物相应的感觉情绪和思想认识,它在一瞬间就快速把握住万物与性灵间不

无神秘的固有联系点,从而抓住、表现物的本质属性过程,就成了给予诗歌暗示力之过程。 因为直觉中

的诗人可以“置身于对象的内部,以便与对象中那个独一无二、不可言传的东西契合”④,实现自然与心

灵的全息。 所以一首诗在“纯诗”里都是情思的暗示场,穿过意象便会通往诗人的心灵。 如在穆木天的

《雨后的井之头》黯淡的雨后水乡图里,“浮云”澹淡,“薄雾”轻覆,水鸟“哀鸣”,寒鸦“欢唱”,小花“梦

想着远国”,芦苇以哀琴在弹奏“虚伪的歌”,还有枯舟和腐草。 诗虽客观得无情思的踪迹,可是随着转

换的视境,你会发现荒凉苦恼的思索随着淡淡的愁绪,已慢慢攀上心头,欢乐与歌声“虚伪”,苦闷哀啼

才属真实。 自然之灰暗和“我”之怅惘泾渭难辨。 再如冯乃超的《默》这样写道:
轻烟笼罩着池塘底安眠

冬天来到疲乏的草根头

沉默枯朽着梦里的睡莲

静悄悄地杀着苍白的微笑.
阳光隐在轻盈的树梢

不照树阴影里的哀愁

全诗观照冬天里枯枝、轻烟、乌鸦等颓败萧索的景观,但它诸多的意象敛聚背后,实则凸显着色彩感

所酿成的“灵魂的日暮”的精神旨向。 走笔虽然轻盈,沉重悲观的情绪却力透纸背。 这类诗里,山川草

物、花鸟虫鱼再不是异己之死物,而成了人们精神信息的相应载体;它们组构的诗自然极具暗示能,充满

言外之旨,又难以破译和捕捉,如水中赏月,似雾里观花,若即若离,似又非似,深得朦胧之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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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纯诗”的暗示有赖于象征意识的渗入。 在西方的象征主义者看来,在现代与传统的冲

突、个体文明逐渐取代群体文明的过程中,原有的价值体系崩溃,而新的意义还没有确立,意义的空场敦

促万物又成了需要诠释的象征符号,或者说外在的世界就是一片“象征的森林”。 步其后尘,中国的“纯

诗”人也把创作当作象征行为,甚至断言世界上若没有象征也就没有艺术;并且在结合传统的“兴”之理

论基础上,以自然对应物象征传达幽远的心灵,用“此岸”象征“彼岸”世界,实现了情思与万物的对流,
赋予物象以象征意味的同时,暗示性被推向了极致。 如穆木天那首《薄光》就借原野里夕暮荒凉淡黄的

薄光,玄想自然、人生与宇宙,薄光已从纯粹的自然之光上升为彼岸世界之象征,薄光究竟象征着什么?
是传统思想? 是黑暗的势力? 是忧伤彷徨的情绪? 都像又都不像,对之好像能够说清又好像永远说不

清。 它仿佛消解了时空、自然与社会的界限,成了带有批判色彩的精神所在,也寄居着诗人的忧伤凄清

情怀。 再看王独清的《玫瑰花》:“在这水绿色的灯下,我痴看着她, / 我痴看着她淡黄的头发, / 她深蓝的

眼睛,她苍白的面颊, / 啊,这迷人的水绿色的灯下! / /
 

她两手掬了些谢了的玫瑰花瓣, / 俯下头儿去深

深地亲了几遍……啊,玫瑰花! 我暗暗地表示谢忱: / 你把她的粉泽送近了我的颤唇, / 你使我们俩底呼

吸合葬在你芳魂之中, / 你使我们俩在你底香骸内接吻!”诗借花象征性地表达对异国女郎的痴爱深情。
深蓝的眼睛、淡黄的头发、苍白的面颊组构的斑斓的“油画”,活化出女郎的美丽后,诗人“愿永远这样坐

在她底身旁”,花香不散爱永不老。 在这些诗里,象征已从作为局部琐屑的手段,晋升为本体性的内容,
使意象既是自身,又有自身外的许多含义,功能的多义性与多层性,规定意象及结构的二重性,在有限的

空间里充满无穷的指归。 它既诉诸读者的感受力;也能给人抽象感悟的鉴赏愉悦。 “纯诗”就幽微去明

显、重暗示轻说明的“象征的森林”构筑,驱散了草创期新诗经常把话说尽的通病。
二是强调音乐性与画意美整合,显示出一种形式自觉。 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趋向之一是文本形式

有了明显的自足性,象征主义诗人大都发过这方面的感慨,魏尔仑说音乐是万般事物中最首要的,马拉

美要创造音乐般的“纯诗”,兰波认为诗人应是“通灵者”。 日本诗人北原白秋也昌明“我的象征诗旨在

追求情绪上的和谐和捕捉感觉印象,尤其追求富有音乐感的象征”①。 显然,他们已把形式因素之一音

乐提高到空前的位置认识,希望音乐能够脱离现实靠自身组构作品。 “纯诗”探索者虽未达到形式至上

的程度,但也声称“思想与表达思想的音声不一致是绝对的失败”②,努力创作“纯粹诗歌”。 他们一定

程度上排斥语言和文字,企图完全凭借艺术品类之间的交互融汇,和色、音、形的系统调动,使诗最终向

绘画与音乐靠拢,在画意美、音乐性中收回自身的价值。
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王独清和冯乃超都比较规范自觉。 针对诗坛形式粗糙的散漫无序状态,穆木

天的创作总能如朱自清所说的“托情于幽微远渺之中”。 他主张诗是“一个先验状态的持续的律动”,统
一性与持续性统一;“诗要兼造形与音乐之美。 在人们神经上振动的可见而不可见可感而不可感的旋

律的波,浓雾中若听见若听不见的远远的声音,夕暮里若飘动若飘不动的淡淡光线,若讲出若讲不出的

情肠才是诗的世界”;用物的波动状态表现心的波动状态。③ 他的不少诗实现了这种主张,以暮霭轻烟、
微风雨丝、远山幽径等迷蒙渺远的意象律动,与惆怅轻思、朦胧哀怨的心之律动扣合。 别说其《雨丝》
中,绵绵不断、如雾如烟的雨丝飘落,形象而到位地外化着诗人剪不断的凄清迷惘的思绪,《苍白的钟

声》就更为别致,不妨引述一段:
苍白的　 钟声　 衰腐的　 朦胧

疏散　 玲珑　 荒凉的　
 

谷中

———衰草　 千重　 万重———
听　 永远的　 荒唐的　 古钟

听　 千声　 万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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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残朽的　 古钟　 在灰黄的　 谷中

入　 无限之　 茫茫　 散淡　 玲珑

枯叶　 衰草　 随　 呆呆之　 北风

听　 千声　 万声———朦胧———
音乐旋律构成了诗之自足,仿佛词语的意义在这里已不重要,钟声的形态、音响更加引人注目。 深

秋日暮时旷野的钟声印象,因为语言的拟神态表演,点化出一种缥缈孤寂的风韵。 在感觉的交错挪移

中,听觉已转化为视觉,阵阵连续而间隔的排列的句式,就像随着时空律动的波所形成的那种似断似续

的钟声音波外化,空白则暗示着钟声节奏,固执悠长、沉稳疲惫的钟声乃单调倦怠情思的流动。
和长于音乐氛围营造的穆木天相比,王独清更善设色。 他倾心魏尔仑说的音乐美,更神往于兰波的

“色的听觉”。 他说“这种‘色’、‘音’交错的感觉,在心理学上就叫作‘色的听觉’,在艺术方面即所谓

‘音画’”,“那种在沉默中秋动律的手腕也可以使他底作品成为‘纯粹诗歌’”①,成为走向“音画”效果的

重要途径。 这种“音画”艺术乃王独清形式美观念的核心,它指的即是感觉交错的通感效应,《我从 Cafe
中出来》则是典范的文本:

我从 Cafe 中出来

身上添了

中酒的

疲乏

我不知道

向那一处走去,才是我底

暂时的住家……
 

啊,冷静的街衢

黄昏,细雨!
诗歌实现了律动、音色和情调的本质的统一。 从文本的外观看,就是醉汉那种摇晃身心和行程轨迹

的复现,语言的无伦次与断续,好似现代人醉后流浪感思绪碎片的载体。 “冷静的街衢,黄昏,细雨!”黯

淡背景已使色彩失去表面与皮相,贴近内在化的心灵,浸渍着一定的抑郁迷茫情调。 上下两段有规律、
有意识的复沓回环,强化音乐美的同时又拓长了情思氛围,它和《能唱》等诗运用的叠字叠句一样,均符

合其叠字叠句是“表达感情激动时心脏振动的艺术”②逻辑。
和穆木天、王独清不同,冯乃超兼得绘画与音乐之美,集丰富的色彩和铿锵的音节于一身。 这位

“轻纱诗人”,张扬绘画经历之所长,总能让多种感觉联通,焕发出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如《红纱灯》就朗

朗上口,韵律谐和,达到了色彩也是思想的境地。 “森严的黑暗的深奥的深奥的殿堂之中央 / 红纱的古

灯微明地玲珑地点在午夜之心 / / 苦恼的沉默呻吟在夜影的睡眠之中 / 我听得鬼魅魑魉的跫声舞蹈在半

空……我看见在森严的黑暗的殿堂的神龛 / 明灭地惝恍地一盏红纱的灯光颤动”。 蛋白色的月亮、漆黑

的殿堂、黑衣的尼姑、如尸僵的河流等斑驳色彩意象织就的凄凉阴森画面中,一线红而黄的灯火正在微

弱燃烧着,冲动、响亮的金属一般的质感光调,似乎能够令人忘却身后死寂的黑暗,“红纱灯”不正是诗

人苦闷而自赏心绪的象征吗? 它无助而坚强,孤闷又彷徨,明晰却模糊。
总之,日本观念对初期中国“纯诗”的塑造利弊互见。 它对形式自觉和暗示效应的高扬,是诗歌本

体意识的自觉强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诗坛当时无治困窘的状态,带来了“新的颤栗”。 但贵族诗歌观

念的牵拉,使“纯诗”有时把晦涩当作美学原则,决定了受众必定有限。 原来,“纯诗”留给未来诗坛的不

止于启迪。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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