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是可以解释的"
!!!由"取瑟而歌#谈起

周毅 张定浩

周毅 !以下简称周 "# 不到十万
字! 却潜伏着一股 "澄清天下之志#!

让人振拔$ 这是我看完 %取瑟而歌 &

后的感受 $ 在新诗走过一百年的时
候 ! 您肯定地写下 '诗是可以解释
的( 的断语! 同时用巨大的热情详细
读解了几位诗人的作品 ! 好似建起
了一座新诗的殿堂)))虽然这座殿
堂里的诗人数量少了点)))让读者
有路可循 ! 继而进入堂奥 $ 是什么
给了您信心 ! 去涉足新诗这个 "在
当代中国文学领域 ! 大概没有哪个
文体在审美判断上 ( 比之有 "更严
重分裂( 的文体*

张定浩 !以下简称张 "# 对于每

一次写作$ 我在涉足之初都是没有信

心的 % 我不是出于信心才开始写文

章$ 而是出于好奇$ 希望借此可以更

深入地了解某个人 $ 也包括了解自

身% 假如说到信心$ 那也是在结束一

篇文章之后$ 比如说这本小书里看似

志向满满的 &引言' 部分$ 实际上是

在五篇诗人论完成之后才有的想法 %

我自己一直写诗$ 虽然写得很少也不

够好$ 但也会留意各种诗论$ 所以诗

歌一直是我比较熟悉的领域$ 而在熟

悉的领域里发觉依旧有可以探索的新

鲜$ 或许就是写作的开端%

诗是可以解释的$ 乃至诸多杰出

的文学是可以解释的$ 而解释的途径

依旧是文学$ 意识到在杰作与解释之

间的这种生生不息的互动关系$ 一个

人才可以有效地对抗每个时代层出不

穷的反智主义$ 让自己成为文明的一

部分%

周# 为什么只选择了林徽因+ 穆
旦+ 海子+ 顾城+ 马雁五位已逝诗人
来谈论! 这是深思熟虑的安排吗*

张# 庄子讲$ 道行之而成$ 这五

个人的序列$ 也是自然形成的% 最初

是在 !"#$ 年的时候答应 (收获 ) 杂

志新开设的 &明亮的星 ' 栏目约稿 $

写了顾城和海子$ 这两个诗人都是我

很喜欢的诗人$ 所以也很乐意就此重

读一下$ 但写完之后这个事情也就结

束了% 不过因为体例上的要求$ 这两

篇文章都各有一万多字$ 我自己之前

很少写这么长的文章$ 所以写完之后

也会有自然的感觉$ 就是希望再写几

篇$ 看看能不能构成一部相对完整的

作品% 但因为是心里默默起意$ 所以

也特别自由$ 可以抛开文学史$ 只写

自己最有感觉的现代汉语诗人$ 并且

想把名单限制在已逝者中$ 这样至少

会相对客观且方便找寻资料% 所以到

了 !%&' 年夏天的时候 $ 又开始写穆

旦 $ 然后 !%&( 年写了林徽因 $ !%#)

年初写了马雁% 写完这五篇$ 也断断

续续花了三年时间 $ 有点写不动了 $

就觉得可以告一段落%

我有欲望去探索的$ 是一些诚恳

动人的生命$ 他们既要写出特别动人

的诗作$ 更重要的是在生命中印证写

作$ 并让自己或长或短的人生最终成

为一部一以贯之的更为动人的作品 $

因为诗的本义就是 &去创造 '$ 创造

一个更好的自我%

周# %取瑟而歌& 这个书名! 大
概不会直接让人联想到现代诗! 而更
像是您之前谈论古典诗歌诗人的 %既
见君子& 的续篇 $ 若论内容与风格 !

它似乎更适合类似艾略特 %传统与个
人才能& 的那样一个名字$ 显然! 取
这个书名是您看重这本书在您个人写
作生涯中的次序和位置$ 这是怎样一
种次序和位置*

张 # 这个书名是最后才确定的 %

之前在我的电脑文件夹里$ 只是一个

简单的 &现代诗人' 的文件名% 我和

编辑曾经也想起一个略微体现出现代

感的书名$ 但想来想去彼此总觉得不

合适% 这本书的编辑顾晓清也是 (既

见君子) 的编辑$ 我希望之后在她这

里再出版一本谈论 (诗经 ) 的小书 $

这样勉强构成一个 &过去时代的诗与

人' 三部曲系列% 对我来讲$ 古典诗

和现代诗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区分$ 某

种程度上它们都隶属于过去$ 并作用

于我们当下的生命%

当然按理说 $ 写完 (既见君子 )

之后应该接着往下写$ 比如写一写唐

宋词$ 我也确实做了一些案头工作 $

比如重新读我少年时最喜欢的 (乐章

集)$ 也看一些近人甚至日本学者的

词论$ 但最终还是作罢$ 不是我不喜

欢唐宋词$ 而是我不觉得自己有能力

谈得比前人更好% 这没有办法$ 要认

识到自己的局限$ 比如在音律知识方

面的欠缺%

周# 您强调古典! 同时又批评了当
代诗歌中的新古典风尚$ 对当代诗人的
古典学养! 你的一些形容可称 "惨烈(,

-众多信誓旦旦的新诗写作者借助通俗
读本和美国汉学所想象 .或曰 /重新发
明01 的诸传统(! "仅仅只通过文学作
品的翻译来感知西方文明! 主要只通过
集部来感知古典中国(2

张 # 新古典很多时候是伪古典 $

因为没有上抵先秦古学$ 所以只能在

辞藻* 意象或肤浅的社会层面$ 做一

点中西调和的文章% 我觉得要理解古

典$ 或者范围再小一点$ 理解诗歌领

域的古典 $ 那么作为基础入门读物

的$ 至少应该是钱锺书的 (管锥编)*

(谈艺录) 和 (七缀集)$ 而不是宇文

所安或废名%

周# "不学诗! 无以言(! 说出了
能够懂和引用诗歌在自我表达+ 自我
承受以及情感培育上的作用3 既如此!

为何你对在普通读者中流行的一些白
话诗却表现出淡漠和不高的评价*

张 # &不学诗 $ 无以言 '$ 这里

面的 &诗'$ 原指 (诗经)$ 即便我们

后来将之泛化一点$ 那也是指杰出的

诗$ 而非大众层面流行的诗% 诗有沟

通交流的功能$ 不意味着诗就要臣服

于流行趣味 $ 可能就是在这个层面

上$ 诗与歌之间略有不同% 在诗的领

域$ 流行旋即意味着陈腐$ 词语的陈

腐会带来感情的陈腐%

况且$ 这个时代本身就不存在什

么流行的白话诗% 是有几首八十年代

早期的白话诗似乎今天仍然被用于各

种诗朗诵的场合$ 依旧被年长一点的

普通读者记得$ 如此仿佛呈现出一种

流行的错觉$ 但是$ 这只不过因为很

多人在离开学校之后就不读诗了$ 他

们对于诗歌始终停留在一个青春记忆

中$ 就像绝大多数人认真听流行歌曲

就是在青年时代$ 以至于不管什么年

纪的人去卡拉 *+ 唱歌总是会暴露年

龄$ 这是一个道理 % 与其说是流行 $

很多时候只是怀旧罢了% 如果要辨识

流行 $ 我们应该去看看今天的校园

诗$ 看看今天的校园诗人在读什么 $

写什么$ 这才是所谓流行$ 但这种流

行会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

周# 谈论一下林徽因好吗* 尽管
你发现了顾城的独特性! 海子对祖国
语言建设的贡献! 我个人最受震动的
还是关于林徽因诗人身份的确立和发
现 .之前她的诗人身份难道不是模糊
的吗*1! 与此同时是对一个美好+ 丰
富得难以言喻的灵魂的再发现$

张# 林徽因的诗歌写作$ 是被徐

志摩激发出来的$ 她最好的诗作都源

自 &爱和友谊' 的力量$ 以及对此种

力量的回忆$ 但林徽因又比徐志摩复

杂$ 这种复杂使她更能够体味人心里

的种种幽暗$ 并得以对浪漫主义有所

超越% 假如徐志摩没有早逝$ 我相信

两人在诗歌领域会彼此激发出更大的

成就% 借助林徽因的存在$ 我们也得

以目睹那个年代最杰出的一批男性知

识分子在心智 * 情感上的健朗和风

度$ 他们当然爱慕女性的美丽$ 但更

敬重她们的智慧与才能% 就个人生活

层面而言$ 同时代人总应当更有发言

权$ 但除了几位和林徽因年纪相仿的

女作家$ 我们几乎见不到其他同时代

人对她的微词$ 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

题% 而林徽因在我们这个时代某种程

度的污名化$ 恰恰体现的是我们自身

的狭隘与卑琐%

周# 五位诗人中! 马雁相对来说
比较不为读者熟悉 $ 她算您的同龄
人! 您是否在与同龄友人的共鸣中获
得了一种向当代诗坛发言和挑战的力
量* 这种力量是什么*

张# 假如是在史蒂文斯所描写的

那个 &君临四界 '* 令荒野 &匍匐在

四周 $ 不再荒凉 ' 的 &坛子 ' 意义

上$ 我觉得并不存在什么当代诗坛 $

所以也无意去挑战什么 % 我写马雁 $

既因为她是志同道合的友人$ 也因为

我不断地获悉$ 她的存在和写作对于

新一代诗人有着多么重大深切的意

义$ 有无数年轻的孩子受她的影响 $

被她所焕发$ 起意做一个正直清白又

明朗果敢的诗人% 如果说到力量$ 这

个力量也来自这些喜欢她的年轻人 $

是属于诗歌的诚恳* 明净与新鲜%

周# 隐约觉得您的心中有一座小
小的坟! 您的思想与情感有着否定之
后再出发的许多痕迹$ 你会反复谈到
-复活者#! 谈到 -伟大的肯定者的后
裔# 44如果不嫌这个联想阴郁! 请问
那坟里埋葬了些什么* 现代性* 现实*

张# 我们的生命$ 如果不嫌这个

联想阴郁的话$ 本来也就是一座座小

小的坟的累积 % 从生到死 $ 从荣到

枯$ 从四世同堂到天涯零落$ 从遇到

一些人 $ 爱上一些人 $ 到忘记一些

人$ 失去一些人++这是不可逆的时

间的失去% 但诗歌* 文学乃至生命的

要义$ 就在于逆流而上$ 寻回这失去

的时间% 我几乎从不考虑所谓现代性

或现实之类的概念 $ 福音书里说 $

&生命在我$ 复活也在我'$ 而对每一

个已被抛掷到生命长河中并隐约碰触

到创造层面的写作者来说$ 是 &生命

在他们$ 但复活在我'%

周# 作为一名诗人! 您的诗论带
有难得的诚信度5 而同时拥有诗人和
评论者两个身份! 这二者存在内在的
冲突吗*

张# 我喜欢的诗人$ 无论中西古

今 $ 几乎都同时是很好的诗论写作

者$ 因此与其说是内在冲突$ 不如说

是内在的和谐$ 即借助自己写诗去更

好地理解他人的诗$ 借助理解他人的

诗去更好地理解自身%

至于身份$ 我喜欢奥登对于诗人

身份的界定# &只有在为一首新诗做

着最后的修订时$ 他才是诗人% 在这

一刻之前$ 他只是一名潜在的诗人 ,

在这一刻之后$ 他是一个停止写诗的

普通人$ 也许永远停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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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野夫 !&,!,―&,,&" 是我 &,)" 年

代中期接触过的国画家 $ 外界称呼他有

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 # 指画家 * 潘天寿

的弟子%

潘天寿去世后 $ 江浙画坛出现过不

少指画家 % 画指画 $ 有人只在意作画工

具的特殊性 $ 有人则着眼于毛笔这类工

具未能达到的趣味上 % 吴野夫是那时代

指画家中少有的追求风骨意境的画家 %

&,)- 年他访日$ 在日本举办画展 $ 赢得

巨大的声誉 $ 被 (朝日新闻 ) 誉为 &中

国指画第一人'% 回国后$ 他觉得这样的

称法太招摇 $ 跟媒体介绍时 $ 主动降格

为 &中国北方指画第一人'%

吴野夫是浙江临安人% 载誉归来后$

被邀请回故乡$ 客居天目山禅源寺休养*

观光 * 作画 % 这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好

的一段时光 % 久居北国 $ 荣归故里 $ 熟

悉的故土 $ 勾起他对青春的回忆 $ 厚重

的生命体验注入创作中 $ 形成了他苍健

磅礴的画风 % 吴野夫故乡情深 $ 那时他

的指画在日本很好销 $ 但他把在临安创

作的一批作品 $ 都捐给了故乡 % 当地政

府为他在禅源寺开辟指画馆陈列作品%

我和吴野夫的交往就在这个时候 %

客居禅源寺的吴先生 $ 据说每天午后小

睡醒来 $ 都要在林荫小道散步 % 有一天

他在道路边拾到一张 (杭州日报) .上面

登有我刻的二方印章 $ 他觉得刻得还不

错 $ 就把它带回自己的房间 % 过了几

天 $ 他散步的时候 $ 又捡到一份 (中国

青年报 )$ 非常巧 $ 上面又登有我的印

章 $ 还有我当时供职单位的地址 % 于是

吴野夫写信给我 $ 请我刻印 $ 随信还寄

来一个印得很讲究的画折 $ 折子上印了

他的指画%

次年吴先生来信 $ 告诉我他要在天

目禅源寺办画展 $ 邀请我参与其盛 % 当

时美术界的活动还不像现在这么多 $ 办

个展览是非常郑重的事% 我一路舟车赶过

去$ 既为祝贺$ 也为观摩学习% 待见到吴

野夫$ 发觉他长得人高马大的$ 看起来着

实伟岸% 他的画$ 和他的人一样$ 具有北

方人的浑朴典重%

吴野夫对于我这样的无名小辈$ 没有

一点轻视之意% 当我提出来要看他作画$

他几乎想都没想$ 就豪爽地答应 &好的$

那你跟我来$ 我画一张给你看'% 我第一

次看他把右手的整个拳头伸进墨池里$ 蘸

过后迅疾伸出来 $ 拳 * 掌 * 指在纸上舞

动 $ 须臾便成石 * 梅桩 % 在等色墨干燥

时$ 我们聊起来$ 我说# &原来拳头也可

以画画%' 吴答# &指画指画$ 名为指头

画$ 其实拳头* 掌* 背* 指* 甲* 肉都可

以用$ 就看你怎么用$ 用得适当不适当%'

他的话有启发性$ 不执着于概念$ 这就扩

大了指画的表达范围和表现力% 吴野夫在

巨幅指画上$ 不限于用指头$ 泼墨泼彩兼

施$ 以指掌顺势勾勒$ 意在指外$ 气势夺

人$ 的确如日人评价的$ 具有巨匠风范%

我受吴野夫影响$ 从临安回来后也尝

试画指画$ 时有习作向他请教$ 每回他都

提出详细的意见$ 鼓励有加$ 还说 &你既

然也从事指画创作了$ 我们就是同行了'%

看我每每有小得$ 露出自满的情绪时$ 就

指出不要骄傲$ 要有老子 &自居其反' 的

精神$ 站在自己的对立面审思自己% 对于

一个年轻学子如此推心置腹$ 可见吴野夫

待人的诚挚和坦荡%

)" 年代后期 $ 我跟他的通信渐渐少

了$ 但请他示范$ 有请必应$ 而且每每都

是精品% 在我看来$ 整个 )" 年代是吴野

夫创作的全盛时期% 他的创作不以题材内

容尖新取胜$ 而是通过中国画常见的题材

表达中国笔墨的精气神$ 实际上他所循的

还是 !" 世纪前 $" 年中国画坛精英们追求

的路向% 吴野夫在中国指画上延续这一特

点$ 并有所推进% 可惜 )" 年代后期的美

术界正处在西潮涌动之际$ 中国画被视为

艺术中的保守主义 $ 受到极不理性的批

评% 在这种背景下$ 吴野夫的指画创作未

受到美术界应有的重视$ 加上吴野夫社会

应酬太多$ 身体日渐不支$ 以至于在去世

前的 &,,& 年并未贡献太多代表他艺术水

准的作品% 这大概是吴野夫的宿命%

王嘉品 /#,!,-!%#%0 进入杭州国立

艺专的时间是 &,-' 年$ &,-, 年毕业$ 随

即从军% 这一点王嘉品与吴野夫惊人地相

似% 或许$ 艺术青年在历史转折点$ 更会

从民族前途的角度选择自己的担当% 吴野

夫是在校生参军$ 而王嘉品则是毕业后跨

进军营%

我在 &,,% 年后期才认识王嘉品% 退

休后的王先生如闲云野鹤$ 经常来北京走

动$ 看他昔日的学长校友$ 有交流切磋$

也有载道传艺% 他主攻写意花鸟$ 从画风

上看不出曾经是潘天寿门下的弟子$ 反倒

有点像是京派某位前辈的学生% 对于这种

艺风$ 我问过他$ 怎么他的画中没有老师

潘天寿的痕迹% 他回答# &潘先生的画风

格特征太强烈$ 不太容易学$ 即便学了$

也难形成自己的风格% 何况画家的存在$

实际上是要有生活土壤 %' 初闻这番话 $

有点惊讶$ 联想到他的生活经历和背景$

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了% 这是他们

那代人才有的纠结%

他后来作画$ 较多取法高冠华* 王雪

涛等画家% 长期非艺术圈的生活经历$ 使

他在审美上深受民间影响% 他后来特别喜

欢用大红大绿$ 固然热闹$ 格调也被限定

了 % 我曾跟他说 #&您的画太艳太满了 %'

王先生回了一句#&画画总要让人看得懂%'

王先生的勤奋是令人钦佩的 $ 七十岁过

后$ 每天作画$ 作品一卷一卷的$ 很多是

大画$ 起稿构图$ 不烦推敲$ 毕竟是国立

艺专毕业的学生$ 敬业又功力扎实%

我和王先生交往$ 更喜欢听他讲杭州

老国立艺专的情况 % 他是老国立艺专

&,-, 年前的学生 % 建国前潘天寿他们一

辈人怎么上国画课他最清楚了% 据王先生

回忆# &老师们把自己的作品带到课堂上

来$ 让学生临摹%' 我知道国内美术学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延续那种教学模式% 当

然课程中的范本可能不同$ 还与老师的示

范相结合% 这种教学方式貌似缺乏学科精

神$ 实际上最顺应艺术教育的特性$ 原因

无外乎艺术教育的个性化程度太高$ 每个

学生的资质也不同 % 临摹不光是了解对

象 $ 也通过这个过程洞悉自己的能力 %

我得到王先生最珍贵的馈赠 $ 是他把手

头保存的国立艺专同学的回忆资料都送

给了我%

王先生生性活泼$ 大概在校时是个调

皮学生% 他跟我讲向潘天寿求画的事% 临

近毕业时他跟老师潘天寿提出来$ 想请老

师作画留念 % 潘先生不便拒绝 $ 就说 1

&你先请茀之* 乐三先生画$ 我再画%' 王

先生后来找到吴* 诸两先生$ 说是潘先生

说的$ 两先生没多说什么$ 铺纸就画% 再

后来王先生拿着这张画找潘天寿$ 潘先生

在画上题了字$ 足成了三人合作的 (岁寒

三友) 图$ 似老师们的自况$ 又仿佛是对

学生的勉励$ 做人要有傲骨% 这张画躲过

了无数劫难$ 一度转辗到王先生某位学长

之手$ 至今居然完好无损% 我曾经跟王先

生开玩笑# 这是你念国立艺专的另一张毕

业证书$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文凭的价

值% 每回讲起这张画$ 王先生就说 &潘先

生不肯动手'%

老艺专师生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 王

嘉品告诉我$ 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花了几天

工夫临了潘天寿的 (山居图)$ 这是潘氏

风格很典型的山水画$ 屋宇* 篱笆院子$

画面上半部分是大篇题字% 王嘉品完成临

摹后 $ 面对一大篇错落有致的题字犯难

了$ 这不是一个美院学生能够胜任的% 经

不起弟子再三恳求$ 潘天寿竟然把题跋文

字整篇过录到临作上 .连落款都替弟子写

上% 明眼人一看便知道$ 这样的功夫$ 岂

是一个艺术青年写得出来的% 我在听完王

先生的叙述时$ 觉得那时做艺专的学生真

好$ 天天见面的老师竟是这个世纪最杰出

的绘画大师%

过度诠释之两派
顾 农

八股有土洋之分 $ 八股文原是
中国古代一种刻板的应试文章模式!

后来引申为死守古老教条的文风和
作风 5 而如果唯洋人之马首是瞻 !

死守着某种外国教条 ! 则相应地称
为洋八股$

文学评论和理论研究里把脱离对
象文本的实际! 嵌入论者本人之私见
的思路和文路称为 -过度诠释#$ 这
里说的 -度# 就是原来文本所能接受
或容忍的度 ! 而硬往里加进自己的
-独特见解# 或曰私货这种办法! 人
们也见得多了! 往往见怪不怪! 甚至
信以为真$

本土资格甚老的过度诠释指不胜
屈$ 即如 %诗经&! 其 %国风& 部分多
有情歌! 上古歌谣里大唱其爱情原是
很普通的事情! 但到了礼教森严的时
代! 心胸狭隘感情硬化的学究即经学
家们吃不消那里面的热情! 就说这里
大有深意! 讲的其实是后妃之德! 或
别的什么崇高德行$ 这样的过度诠释
之风横行甚久! 一直要等朱熹的 %诗
集传& 出来以后才稍稍打破! 又过了
很久到 -五四# 以后才彻底倒台$

以某种 -微言大义# 来解释文学
作品的作风一向流行! 要推倒重来!

非常不易! 有时不单是积重难返! 简
直是积非成是$ 例如用 -忠愤# 来解
释陶渊明的 %述酒& 诗和他的另外一
些作品! 以至于其全人! 一路搞的全
是扩大化! 而信奉者甚多! 以至于至
今仍方兴未艾$

小说方面! 情形亦复丰富多彩 $

单是一部 %红楼梦 &就看得人目迷五
色 !无所适从 $ 鲁迅曾指出 !在这里
-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
子看见缠绵 !革命家看见排满 !流言
家看见宫闱秘事44#$"集外集拾遗

补编&'绛洞花主(小引#%他的这番话

是上世纪二十年代说的!-革命家#指
的是清末民初的人物5而后来的各路
新见解亦复层出不穷$ %水浒传&怎么
看也是纷纭得很$

洋派的过度诠释现在随处可见 !

运用各种西方理论于所分析的文本!

这样的论文专著数量极大! 简直无法
统计$

海外汉学家的论著里有些洋派
的过度诠释 ! 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

例如在研究儒学的西方汉学家中 !

安乐哲先生要算是一等高人 ! 他用
过程哲学 + 角色伦理等理论来阐释
儒家经典 ! 确有精义 ! 但事情又正
如梁涛先生所说 ! -安乐哲教授在

解读中国古代哲学时尽量将其经验
化 ! 甚至将孟子的性也看作是后天
经验的塑造 ! 未免矫枉过正 ! 我们
在访谈中就有过讨论 $ 其实从方法
论的角度看 ! 一切用西方理论解释
中国哲学的尝试 ! 都会出现这种过
度诠释的问题 ! 值得研究者的反省
和思考 $ # $ "西儒安乐哲先生 # )

"中华读书报 # !"#$ 年 % 月 #$ 日第

#& 版 % 这种情形普遍存在 ! 西方汉
学往往 -可爱而不可信# 原因在此 !

其 -可爱 # 在令人耳目一新 ! 获得
某种启发 ! 而其 -不可信 # 则因为
在那些新鲜背后所隐藏的西方理论
本身的弱点 ! 而用来解释中国的古
典文本时更容易凿枘不合$

面对太多的过度诠释怎么办呢 *

出路无非是两条, 一是我们自己尽量
虚心克己! 实事求是! 努力防止出现
偏颇5 二是静观研究对象在各路过度
诠释之激流的冲刷下! 逐步显露其本
来面目! 我们得以后发制人! 争取比
较容易地抵达对象之本真$

赞曰, 各尽所能! 旁观听戏! 鹬
蚌相争! 渔翁得利$

清如梅# 坚如石 $指画% 吴野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