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于旧体诗， 因从来讲究

“先体制而后工拙”， 是不承认

没来历的 “创体 ”的 ，相反每将

之讥为“野体”。今天，我们当然

无需这样绝对，这样骸骨迷恋，

但实事求是地说， 这些诗的品

质确实不怎么样， 毛病多得甚

至比新诗还扎眼。 各位都知道

白诗老妪能解，放在今天，博士

也未必能解， 何况他不是只有

此一体。但今人却只会浅白，是

为“老干体”，既不讲比兴寄托，

又不遵平仄格律， 风格更谈不

上了。

诗人很多，诗在哪里？

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得

弄清楚什么是诗， 诗最重要的

质素是什么， 并且这种质素是

由什么构成的， 这就是所谓的

正名。 命名是人类认识活动的

开始。

诗是语言的最高形式。 大

诗人艾略特甚至说，“诗人对于

本民族只负有间接义务， 而对

语言则负有直接义务”。 所以，

除了强调作诗者须有敏感的心

性、 饱满的情感和天赋的灵感

外， 人们都要求诗能假一种特

殊的语言，造成动人的韵律和

节奏 ， 以传达内在的情感 ，进

而调用比喻 、 象征等修辞手

段，通过意象的移合、嵌接和转

换， 来多角度表达这种情感的

力度与描绘和陈述事物， 而用

来抒写感觉； 主要不诉诸人的

理智，而整体性的摄取人的灵

魂 ，并给予人情感以全方位的

照顾和安慰。

这种语言极不易得， 需要

学习、 锤炼与实验。 正因为如

此， 英国文化批评家伊格尔顿

《如何读诗 》 一书给诗作定义

时，才特别强调“语言上的创造

性 ”这一点 ，并本着现代 “能指

的物质性 ”观念 ，认为 “词语有

自己的纹理、 音高和密度”，而

“诗比别的语言艺术更充分地

利用这一点”，因此他称诗人是

“物质主义者”。与此相似，布拉

格结构主义学派最重要的理论

家之一穆卡洛夫斯基在 《标准

语言和诗歌语言》 中也说：“诗

的语言的功能在于最大限度地

突出词语 ”，“它的用处不是交

际服务， 而是为了把表现行动

即言语行动本身提到突出地

位”。 所谓“提到突出地位”，就

是要人正视它的特殊性， 并为

更好地传情达意， 给它最大的

凸显与发扬。 也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以抒写生命和死亡、时代

和祖国等不朽的纪念碑式诗

篇、 被认为是 20世纪俄罗斯最

伟大诗人的茨维塔耶娃会称“诗

人是情感和语言平衡的产物”。

那么， 诗歌语言特殊在哪

里？ 用英美新批评派文论家燕

卜逊的分疏，那就是，与科学用

语常常呈非此即彼的单义不

同， 诗的语言特征多呈现为一

种亦此亦彼、 或此或彼的复义

状态， 它有意让各种意义彼此

交迭、相互渗透，以此来表达与

征象复杂的世态人心。 而要做

到这一点，有以下两个角度：

一是从语意角度出发 ，多

用与一望可知不同的另类写

法，以感激人心，激活读者迟钝

而麻木的心灵。 雪莱 《为诗辩

护》 说过：“诗使它所触及的一

切变形。 ”譬如反讽，这种写法

就能使诗变形。 它不像科学的

语言，“所言即所指”，而是佯装

无知，“所言非所指”，甚至故意

口是心非，指东打西。用同为新

批评派文论家布鲁克斯的话 ，

是 “语境对一个陈述的明显的

歪曲”。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处

置方式， 使诗歌背后那个深邃

的隐喻世界得以向人敞开 ，给

读者以启发与感动。为此，布氏

在所作《悖论语言》中常引西诗

实例来作说明。

其实， 中国古人虽未明确

标示其名，常暗用此法入诗。如

李商隐的《马嵬》诗，所谓“此日

六军同驻马 ， 当时七夕笑牵

牛”。 上下两句看似次序颠倒，

且没有任何展开 ，而两个并置

的场景也彼此孤立着 ，不相关

联 ，但正是这种扯东说西的颠

倒之言 ，以及非常隐蓄的戛然

而止 ， 将诗人对君王无能 、无

情和无担当的厌弃表达得入木

三分。

一是从语法角度出发 ，多

突出内在的语意关联， 而有意

突破外在的语法规制， 以造成

复义多指， 来寄托和象征诗人

特殊的感怀。 是所谓诗歌的非

语法性。 它指的是不说习见的

没毛病的但也没趣味的套话 。

基于诗歌是以实现自身为目的

的， 诗人在创作时就会根据表

达的需要， 有意通过破坏惯常

语法规则来设置 “阻距 ”，以延

长人的感知，增加阅读的难度，

此即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

罗夫斯基所主张的 “反常化”，

或者叫“陌生化”。 法国符号学

家热奈特甚至说：“诗歌就是靠

语言的缺陷而存在的， 如果语

言都是完美的话， 诗歌就不复

存在了， 任何话语都成为诗歌

了。 ”话虽说得绝对，但事实证

明， 这种处置方式对增强诗的

张力与刺激读诗者的感受力都

很有帮助。

类似的意思， 中国人也早

说过。 如朱熹就肯定古人诗中

“有句 ”，对陈与义 《岸帻 》诗中

“乱云交翠壁 ， 细雨湿青林 ”、

《放慵》诗中“暖日薰杨柳 ,浓阴

醉海棠”这样的句子很感冒，以

为无句可称，甚至说这个算诗，

则一路做将去，“一日作百首也

得”。 为什么？ 明人李东阳替他

把原因解释清楚了。李东阳说：

“作诗不用闲言助字，自然意象

具足 ，此为最难 ”，并举欧阳修

《秋怀》诗中“西风酒旗市，细雨

菊花天”两句诗以为佐证。这两

句诗既没有用介词交代物理位

置， 也不有用动词坐实具体情

景，语法看起来很不完整，但见

得到一种灵动与自由， 既很好

地保存了诗歌可能有的内在张

力， 又为读者多向度的感会与

理解预留了广阔的空间， 所以

受到李东阳的推崇。 他进而认

为如不这样做， 诗会变得僵滞

呆板，落入“村学究对法”。上述

陈与义的诗错就错在主谓宾太

过完整，动词的交代太清楚了，

结果框死了诗境，局限了诗意，

让诗显得陈旧老套， 没了吸引

人的特殊诗味， 所以不受懂行

的朱熹待见是可以想见的。

对此，王力先生的解释是，

西方人基于将世界和外物秩序

化的强烈意识， 做文章时总想

把语言 “化零为整 ”，中国人则

相反，喜欢“化整为零”。 当然，

这种分疏不能绝对化， 事实证

明， 后来的西方人也不都是这

样的。相反，有许多人以为文法

可弃， 其情形一如进花园是为

赏花，不必与看门狗打交道，所

以不仅提出要 “打破语法”，甚

至身体力行 “无动词诗 ”，对中

国古人上述“反常而合道”的观

点、做法更是大为欣赏。譬如英

国汉学家鲍瑟尔就说：“表意文

字能够携带的衍生意义， 远非

我们用拼音文字所能想象。 在

诗句中， 那些字词没有严格的

语法结构来组织 （尤其当为了

适应诗句的要求而放弃语言逻

辑时）， 每个方块字互不联结，

漂浮于读者视觉的汪洋。 ”他被

这片深广的汪洋弄得晕眩了。

诗歌与时代

对诗歌与时代的关系 ，太

多人会引用荷尔德林的大哉

问：“在贫瘠的时代里， 诗人何

为？ ”结合我们身处的当下，我

们自然也要问， 在今天这个一

些人眼里物欲横行的冗余的时

代，诗歌该往哪里发展，诗人又

该如何自处？

自上世纪 1980 年代朦胧

诗退潮后， 诗歌与时代的关系

渐行渐远。 作为新时期诗歌创

作的开场， 朦胧诗人针对前辈

诗人 “我不怨恨 ”的妥协 ，以怀

疑与反叛的姿态， 勇敢地喊出

“我不相信”。 尽管也被人说成

晦涩， 但无疑具有很强的社会

性。但随“盘峰论争”和“第三代

诗人”的出现，这种社会性很快

为“个人化书写”所代替。 以后

70 后、80 后诗人就更将关注自

我充作对诗歌自足性的追求 ，

从而进一步加快了诗歌与社会

的疏离。故总体而言，与传统诗

人相比，他们在观念上、审美上

更多反传统、反理性，对宏大叙

事不感兴趣， 而更多关注人与

日常生活，比如于坚、韩东等为

代表的“日常写作”就如此。 更

有甚者， 专注于一切不确定与

破碎性，并热衷躲避崇高，消解

神圣， 这使得其诗学观和诗歌

创作， 更多体现出某种后现代

的征象， 传统意义上的诗人的

主体性和历史意识急剧退潮 ，

有的沦为本能、 隐私和欲望化

书写，深陷在自私、自恋和自我

抚慰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想来这些诗人都想与时代

作某种切割，但显然，其作品屡

屡掺入口语，描述事件，再有些

角色分派， 本身就是这个失去

中心议题的日趋破碎的散文化

时代的产物。我的意思，诗歌要

脱离时代， 正如人想拽自己头

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可思议。 我

们当然不主张诗歌应整体地回

到 1980 年代，更不主张整体地

回到朦胧诗， 一代有一代之文

学，一代也有一代之诗歌。

今天， 正如诗人西川所感

叹的， 生活让我们每天都能看

到自己的前辈梦都梦不到的人

和事， 今天中国的变化是那么

的深彻， 较之世界上其他地方

都更加日新月异。 它是诗人无

计回避和必须面对的现实。 所

以我们看得到 ，“后朦胧诗人 ”

中王家新和张曙光等人标举

“知识分子写作”， 以踏实的努

力， 积极地追求更纯粹的诗的

建构。 也看得到一个受疾病侵

害的女性， 让自己的执着和真

诚穿过大半个中国， 感动了成

千上万个中国人。 我们还看得

到， 像打工者这样的 “底层写

作 ”，像 《星星 》诗刊上的 “新现

实”栏目，以及像《北漂诗篇》的

诗歌集子。 这些都印证了阿诺

德说的话，“诗歌是对人生的一

种批评”。

说起来， 这些诗也讽刺和

反讽， 但否定性的书写不必然

意味着诗人有多虚无。 但诗人

在写它们的时候是调动了全部

的理性和情感的， 是表达了自

己的社会关切的。 因为他们深

知诗歌与世界有关， 与人类的

苦难经验有关。 诗歌不仅是艺

术，还是生活本身，乃至是生活

的灵魂， 它与时代天然关系密

切。对于诗歌创作而言，他们并

非生错了时代。 尤其当下的全

球，有许多死亡遁入谜团之中，

许多痛苦被掩蔽了起来， 诗人

更应该为长夜守更， 为薄暮中

的人们点灯， 并努力爱脚下的

土地， 既为凡人记录下英雄的

神迹， 又为伟人昭示他未见到

的天理。如果说，西方称诗人是

狄俄尼索斯的仆人、 酒神精神

的化身， 我们更愿他是这个世

界的值更者和燃灯人。 这应该

是这个时代诗人光荣的使命 。

这样， 他们即使被时代冷落甚

至放逐，仍是时代之子。他们有

些篇章哪怕是纯粹的眼泪 ，正

如加缪所说，也能不朽，因为有

些时候，“最美的诗歌是最绝望

的诗歌”。

当然， 正如英国诗人史文

朋在评价雨果时说的那样：“一

切大诗人必然是间接的潜移默

化的道德力量”。 之所以是“间

接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是意在

说明诗人不是一味追随时代亦

步亦趋的， 它有自己的观察和

立场。在这方面，意大利维罗拉

大学美学教授， 被称为我们时

代最具挑战性的思想家之一的

阿甘本提出的“同时代性”命题

颇值得重视。 它说的是人与时

代的一种奇异的联系，它“既附

着于时代， 同时又与时代保持

距离”。他认为与时代过分契合

的人是无法看清时代的， 这实

际上触及了诗人应如何做到既

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问题 。

他断言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必然

会将自己置入与当下时代的

“断裂和脱节之中”， 有时候站

在时代之外甚至之上， 这也是

中国古人时常谈及的话题。 正

是通过这种与时代的“断裂”与

“脱节”， 诗人才能比其他人更

深切地感知黑暗的来源和世界

的本质， 从而在诗中抵达一般

人无法抵达的真理。此所以，艾

略特才会在《传统与个人才能》

中称诗是 “有意义的感情的表

现，这种感情只活在诗里，而不

存在于诗人的经历中 ”。 也所

以， 前面我们提到的瑞典诗人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他的诗

集既不描写内心的冲突， 也很

少展开哲学思考， 除了描写日

常生活及人与人交往的片段

外， 对媒介报道的世界大事都

甚少提及，但尽管如此，他的诗

歌仍能不失凝炼而深刻地 “以

全新视角带我们接触现实”。这

就是所谓“同时代性”的含义。

总之， 一个优秀的诗人必

定非常看重自己与时代既契合

又疏离的关系。 那种与时代一

味疏离的人写出的诗必无活

气， 与时代粘缠得太紧的人写

出的诗必少生气。 因为刻意在

诗中回避或凸显自己与时代的

关系都不自然，也不真实。正确

的做法应该是以求真的意志 ，

通过个人化的历史想象， 努力

在写作中重建“日常真实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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