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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社主要以其文学翻译为人瞩目，在创作方面也以
小说、散文而为人谈论较多，其诗歌创作似乎只是可有可
无的点缀，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不过，如果认真地对其
诗歌作品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其诗歌创作并非是不重要
的，其中可谈论的话题并不少，许多问题到现在并没有得
到有效的展开。

未名社存续的1920年代中后期到30年代初正处于中国
新文学的起步阶段，其时距离中国新诗之面世也仅仅10年左
右的光景。如果从“年龄”来看，这一时期的新诗毫无疑问还
属于“婴幼儿”，远未成熟，更谈不上到达巅峰，其幼稚、肤浅、
粗糙自是不可避免，然而，也正因其未定型，“摸着石头过
河”，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保持了旺盛的活力与创造性，其所
包含的异质性因素和可能性反而更多。无论是在思想内容、
诗歌语言、诗歌形式等方面，未名社同人的探索都较有成效，
开辟了诗歌发展新的路向，一些作品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在
诗歌史上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

未名社中进行诗歌写作的主要是韦丛芜、韦素园、台
静农三人，这三人在未名社成立时都只是 20 出头的年轻
人，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写作上都还属于起步阶段，加之从
事的是属于新生事物的“新文学”和“新诗”写作，其写
作不可能不带有青春期、实验性的特征。就写作的内容来
看，主要是与个人的经历、情感、内心结合比较紧密，有
感而发，抒情性较强，这其中爱情诗自是不可缺少的。同
时，由于身处乱世，革命、变革、解放等的时代呼声对于
他们不可能没有影响，“革命”的时代性主题在他们的诗中
也经常出现。故而，“革命”与“爱情”一定程度上成为了
他们书写的主题，如果借用郁达夫的话，也可以说“生的
苦闷”与“性的苦闷”构成了其写作的主要内容，这两种

“苦闷”统一于对现实状况的不满，以及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与向往。

鲁迅虽然应该说也属于未名社的成员，但与其他几位
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同，他在文坛已经属于叱咤风云的人
物，在未名社中担当的也大致属于精神导师的角色。相比
较之下，韦丛芜、韦素园、台静农等的处境无疑要困难得
多，无论是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文学地位等方面都属
于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面临着方方面面的不利局面和
压力。就诗歌所表达的情绪而言，他们的作品不约而同流
露的是孤独、痛苦、悲哀、苦闷、绝望、彷徨、忧郁等，
这大概也是属于那个时代青年的“典型情绪”。韦丛芜在

《荒坡上的歌者》 中写道：“我仿佛是一个站在荒坡上的歌
者，/在黑夜里，在阴风里，/没有调子，没有听众，没有
希望，/歌唱黑暗，冷与悲苦。……”他在《哀辞》中如此
写“孤寂”：“多少奇花，/开而又落；/多少妙人，/虽死如
活；//死者生者，/两地相忆；/哀此宇宙，/充满孤寂。”韦
素园的诗则更是悲苦、凄清，他因病长时间卧床不起，心
境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他在 《〈黄花集〉 序》 中曾说：

“我自去岁一月卧病，到此刻已经是将近两年的时光了。在
这其间，深觉以前过的生活是如何凌乱，空虚，无聊，生
命是如何毫无惋惜似地，无益地，静静地向前过去了。”类
似情绪在其诗中也多有表现，《睡时》 写道：“唉，唉，病
了这么许久，/想知道一点关于病的消息，/想是这样徒然
的。/哦，人生，人生！唉！空虚，空虚！”近乎悲叹。在

《白色的丁香》 中，则触景伤情，由“丁香”写到自己：
“啊，去年的今日，/我曾在这花前细想：/倘若我一朝能将
病魔却去，/我定要园丁般的来将你培养。//可惜我今年仍
和去年一样，/你，经过了严冬，又寂寞地在这里开放。/
这样枯瘦是你的命运么？——/丁香，我可怜你不幸地来到

世上。”这与其说是感慨丁香的命运，不如说是哀叹自己的
命运多舛时运不济。在写作此诗之后的第 3 年 （1932 年），
他病逝于北京，年仅30岁。台静农的诗同样充满“虚空”、

“酸辛和凄楚”：“请你不要吝惜/宝刀和毒药的施与；我不
愿再说欢欣/因为我的欢欣都交付在这虚空里！//请你不要
记忆/酸辛和凄楚的过去；/我不愿再有将来/因为我的将来
已然如同我的过去！”（《请你》），正如他在 《梦的记言》
中所言：“我生息于这古老的城堡中，一无所有的，除了荒
凉和寂寞。”与之类似，他在自评 《负伤的鸟》 时写道：

“感于朦胧的爱情，踏空的现实，闪烁的光明又捉摸不住，
于是沉郁、绝望。”这确实道出了那一时期他自己以及许多
年轻人的心理感受，具有普遍性，因而也能够引起更多人
的共鸣。

正如著名作家歌德所言“哪个少年不善钟情，哪个少
女不善怀春？”20 多岁正是“恋爱的季节”，哪怕身逢乱
世，哪怕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他们仍热烈地追求着自己的
爱情，有着对美好爱情的憧憬与向往，这其实也代表了对

“另一个自我”、“另一种生活”的想象。台静农的《狱中见

落花》《因为我是爱你》、韦丛芜的《密封的素简》《黑衣的
人》 等之中均包含了对爱情的憧憬与书写。这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无疑应该是韦丛芜的长诗 《君山》，这部共40节、
长达600余行的作品一度是当时中国最长的叙事长诗。《君
山》 有一定的自叙传色彩，写主人公与山女、白水一男二
女的恋爱故事，全诗写得真实、细腻，缠绵悱恻。沈从文
在 《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 中曾评价道：“韦丛芜的 《君
山》 写故事诗明白婉约，清丽动人，且是中国最长之叙事
抒情诗。”鲁迅在 《忆韦素园君》 中也说过一段著名的评
语：“ （未名社） 还印行了 《未名新集》，其中有丛芜的

《君山》，静农的 《地之子》 和 《建塔者》，我的 《朝花夕
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这些都
显示了长诗 《君山》 的特色，以及其在当时诗歌创作中的
位置。

巨变的时代、逼仄的现实生活、身处社会底层、挣扎
于社会夹缝寻求光明……未名社的这群年轻人不太可能做
象牙塔里面“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而更大程度
上是“为人生”、重视文学作品的现实功用的。时代性、现
实性的主题内容在他们的诗歌中同样得到了较为丰富、深
入的呈现，他们的诗歌是向现实敞开的，是普罗大众而非
精英、小众的。1926年 3月 18日，北洋段祺瑞政府屠杀请
愿群众，造成数十人死亡200余人受伤，被称为“三一八惨
案”。韦丛芜写了两首相关题材的诗，《我披着血衣爬过寥
阔的街心》 写的是事件发生时的“实景”：“在伤亡的堆
中，我左臂下压着一个血流满面的少年，右臂下压着一个

侧身挣扎着的黄衣的女生。/左臂下的死身已硬；右臂下发
出哀绝的‘莫要压我!’的声音。”《我踯躅，踯躅，有如幽
魂》的内容则是“记‘三一八’屠杀之次日的雪中行”，诗
中写道：“阴风惨惨地吹，/细雪纷纷地落，/这屠杀后的古
都，/埋葬在死的恐怖。//繁华的哈德门大街，/此刻已无
车马驰奔；/我，血衣依旧在身，/踯躅，踯躅，有如幽魂。//消
不了的是生的苦恼，/治不好的是世纪的病。”当然，即使是写
时代性的“大事件”，写外在的现实主题，他们也从不曾脱离

“自我”，不曾与内心的情感、内心的真实相分离。正如韦丛
芜在《〈荒坡上的歌者〉序》中所说：“或者是一个命定的‘歌
者’罢，虽然是站在‘荒坡上的’。受不了爱的痛苦，便要呻
吟；感到心境日非与身体日弱，便哀咏失去的昼春；亲尝人世
的辛酸，便唱出‘生’的挽歌；震惊于都市的变乱，便奏起悲凄
的调子；甚而至于熟人的病死，有时也写几句哀词。而且忧
伤的情调充塞这所有的诗歌；我想，这都不过是生活于离乱
时代的一个孤寂的灵魂的自白罢了。”这种“孤寂的灵魂的自
白”可谓是未名社诗人创作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其诗歌写作
的出发点，保证了其诗歌写作的真挚性、有效性。

二

未名社的诗歌创作在语言与形式等方面也具有一些自
身独具的特质，能够为我们考察中国新诗发展的道路与可
能提供一种参照。就诗歌语言方面而言，作为新诗语言载
体的“现代汉语”在这一时期同样处于初创、未定型的阶
段。它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不成熟”、“幼稚”的成分，当
然同时也可能是最具想象力、最少约束和负担的。这一时
期的诗歌语言正处于转型的阶段，其中既包含了较多古代
汉语的成分，也包含了大量西方、欧化的语言成分，更有
在转折过程中所滋生、容留、藏匿的一些临时性、“不规
范”的语言成分。这种“不规范”可能存在问题与缺陷，
但也可能是活力与创造性的源泉。未名社的诗歌有着新诗
早期比较常见的不够凝练、“散文化”、内涵简单、诗味不
足等的问题，这是当时新诗的普遍性问题，与尚未找到较
好的语言方式不无关联。比如在下面的诗句中，我们可以
看到一些与此前和此后的表达习惯都一样的表述方式，这
在很大程度上清晰显现了语言变革的转型特征，比如台静
农的 《因为我是爱你》：“因为我是爱你，/不愿将悲伤的，
空虚的，/存留在你的心里！”“是这样的凄风，是这样墨墨
的冬夜，/毁灭以无底的锁钥，/将这负伤的，不幸的，/锁
系在无生的监里，/因为我的爱你！”又如韦素园的 《乡人
与山雀》：“清晨醒来，远远的枪声响了。/昨晚乡人的面貌
在我脑中一闪便即经过。/我此刻只想到山雀的苦恼，/我

悲哀地想到山雀的命运定了。/我想这遭难的许是最年青的
一个，/我想他许是恋着另一只美丽的山雀，/我想他许是
正对这山雀唱迷情的恋歌，/不然，他可以避免了这无情的
灾祸。/哦，春天来了，绿树荫里/正可营起百鸟的爱的欢
乐！/但是事实却是这样排定了，/‘司生命的神！’我要问
你：‘这为什么？’”这其中诸如“因为我是爱你”、“因为
我的爱你”、“司生命的神”、“这为什么”等的表述如果从
日后更为成熟、稳定的现代汉语语言规范来说，大致是

“不规范”甚至不无错误嫌疑的，而我们今日重读这些作品
会发现其实许多的表述别有趣味，汉语的表达存在着另外
一种方式。就语言表达来讲，其实并没有正确与错误之
分，而更多是一种约定俗成，这些诗歌有助于我们理解、
想象与探寻现代汉语诗歌的可能性空间。

即使是在这样的现代汉语“咿呀学语”的初期，许多
的诗歌作品也写得极具美感，显现了汉语之美丽、优雅。
这里面既有对于古代汉语、古典诗歌美学的承继，同时也
有对于现代汉语和现代诗歌美学的开拓与探索。略具两
例：“羞惭在我的脸上浮泛，/我的心头燃烧着新的通感；/
我低头勉把幽思葬起，/微听得林外的群星叹息。”“白日喧
嚣，/我但觉得寂寥；/深夜静幽，/我却心烦意扰。//暮春
的群魔，/伤心地四野哀叫；/我心的魔呵，/却叫也叫不成
调。”（韦丛芜《君山》）；“我低眼看身上的鸟影，/举眼看
檐前的飞禽，/转眼间鸟儿带影飞去，/哦，我眼前院中怎
么耸着一个黑影！/不错，月光下看得还很分明，/她是
谁？我似乎还记得清。/看，那乌黑的丝发/那发亮的云鬓/
那苍白的脸孔/那紧闭的双唇，/那深黑的衣裙，/看，月光
下何等地娉婷！”（韦丛芜《黑衣的人》）。其中许多的表述
方式固然并不常见，而其中体现的美学韵致却是非常独
特、别处所无的。如果我们联系此后高度规范化 （其实是
被高度政治化） 的现代汉语发展状况来看，应该看到现代
汉语此后的发展是一种窄化和格式化，它固然更为成熟与
稳定，但是也付出了代价，变得弹性与活力不足，更为僵
硬与单一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而在诗歌的形式上，未名社的创作也值得分析。他们
的写作大致属于自由诗，打破了传统诗歌在形式方面的重
重束缚，韦丛芜在 《惠特曼自由诗两首》 的“附记”中曾
谈到过当时诗歌形式方面的状况：“我们的从未开过盛花的
新诗坛上，岂不是早就有一部分人在不住加紧地自己缚着
自己的手，彼此互相竞争着，标榜着，看看到底谁缚得紧
些，整齐些么？惠特曼的自由诗之类大概还有介绍的必要
罢，虽然有用与否是问题。”这种“自由”的追求在当时无
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对诗歌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
用。但是“自由”一定程度上确是与“散漫”相联系的，
当时的许多诗歌在形式方面过于随意、不重经营，造成了
诗歌的芜杂、散文化、诗意不足等问题。而未名社在这方
面有其独特追求，他们的写作固然很自由，但并非毫无规
约、全然无序，而是有着明显的形式意识和明确的形式追
求。在建行、分节、节奏、押韵等方面均比较考究，注重

“节制”与“纪律”，这对于新诗的快速成熟也是有帮助的。
未名社的诗歌创作总的来看在内容与形式、语言与观

念等方面均有其独到之处，其多方位的探索在新诗初创期
是有益、有效的，其作品达到了一定的水准，有其价值与
意义，在诗歌史上是不应被遗忘的，其所积累的艺术经验
也成为了此后诗歌继续前进的基石。鲁迅曾在 《忆韦素园
君》中说：“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
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
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
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倘将谈论对象的韦素园换作未名社，上面的话大致也是贴
切的。

新诗初创期的有益探索
——关于未名社的诗歌创作 □王士强

谈起未名社，论者一般首称其在外国文学
翻译——尤其是苏俄文学翻译方面的贡献，鲁
迅在 《忆韦素园君》 中对此有过一段介绍：

“自素园经营以来，绍介了果戈理 （N.Go-
gol），陀思妥耶夫斯基 （F.Dostoevsky），安特
列夫 （L.Andreev），绍介了望·蔼覃 （F.Van
Eeden），绍介了爱伦堡 （I.Ehenburg） 的 《烟
袋》 和拉夫列涅夫 （B.Lavrenev） 的 《四十
一》。”又说这些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
枯死的”。而翻译之外，未名社同人自己的创
作成就其实也斐然可观，鲁迅在前面那段话后
面即又接道：“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
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花夕拾》，在那时
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鲁迅的概
括很精练，但文体列举全面，未名社诸人对小
说、诗歌、散文和戏剧确实都有尝试，且表现
不凡，只是后来的研究者囿于小说文体中心的
惯性及鲁迅日后曾称韦丛芜“神驰宦海”的讥
评，对未名社的创作阐释大多偏重于以台静农
为代表的乡土小说，而对其他成员和成员的诗
文创作关注相对不够。

未名社诸人中，以韦丛芜的诗艺最高，他
著有长诗《君山》和诗集《冰块》。《冰块》卷
首引了《我踯躅，踯躅，有如幽魂》中的两句
作为题词：“消不了的是生的苦闷/治不好的是
世纪的病。”这两句应是韦丛芜对自己诗歌创
作的心境和情绪的概括。他开始写作时正赶上
五四落潮，大时代的幻灭情绪和他青春的幽怨
融会在一起，让他的创作成了“生于离乱时代
的一个孤寂的灵魂的自白”，其诗风凄婉，意
象绮丽，介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又时
时夹缠晚唐式的古典感伤主义的遗绪。

《君山》 长 40 节，600 余行，与朱自清的
《毁灭》、冯至的 《吹箫人》《蚕马》、白采的
《羸疾者的爱》、朱湘的《王娇》等相呼应，构
成中国新诗早期阶段的长诗阵营。沈从文曾称

《君山》是“中国最长之叙事抒情诗”，又说它
“明白婉约，清丽动人”，“叙事抒情”之谓其
实已可见这首诗并非纯粹的叙事诗，而有着浓
郁的抒情况味，“明白婉约清丽”等也不尽皆
然，实际上这首诗线索潜隐、回环往复。韦丛
芜写作 《君山》 与自己的一段感情遭遇相关。

1923年，时在湖南岳阳上学的他在火车上邂逅
了岳阳某教会学校的两姐妹，也即诗里的“白
云”和“山女”，三人堕入情网，开始一段注
定虚空的爱情。君山即洞庭山，山上有二妃
墓，相传是舜帝两位爱妃娥皇、女英的埋身之
所。全诗以“君山”为题，显然有将自己的这
段三人恋比附传说中的斑竹之泪的坚贞之志。
诗人在诗后注明，全诗写于1923年2月至1925
年7月，这段时间正好是新诗审美探索的一个
关键期，小诗、湖畔诗社、新月派和前期象征
诗派都有不错的实践。而《君山》则体现出一
种综合之美，其谱写爱情的缠绵相思和恋爱心
理大胆质直，和湖畔诗人的爱的纯粹相似；其
对格律、音韵、诗行排列的讲究与新月诸人有
不谋而合之处；其意象的运用、诗思连缀的方
式又有些象征主义的风味，显现出诗人不凡的
艺术天性和对诗坛动向的关注。此外，全诗还
有两点显现出诗人特别的匠心：其一，感情的

“放”与诗行的“收”兼顾，始终把全诗笼在
一种饱满的张力中。鲁迅评价这首诗，说它

“和作者的年纪一样，是‘青’的”，这其实点
出了这首诗青春写作的特质，情感不加节制，
易把纤细的情绪放大，如诗中自言的“不能制
止心潮的泛滥”。为了平衡这种过热的情思，
诗人的办法是用一种相对较短的诗行，将泛滥
的感情凝定在婉转排列相对整饬的短诗行中，
像把洪流导入河道。其二，有节奏变化的复沓
手法的大量运用，营造出一咏三叹的韵致。如
第一节中不断将“夜幕中卧着一座荒凉的野
站。/月台上耸着三个黑黑的人影。/冷风在衰
草上飕飕作响，/飘飘地摆着台上人的衣裙/”
4句反复，但反复中或有字词的增减，或有顺
序的调整，既避免一味重复的冗余，又很好地
烘托出初次相见的气氛。又如最后几节，从

“我披着松荫默坐”到“柳荫下坐着我独自一
人”再到“月光下我独在林边伫立”，几个场
景的过渡像电影的溶镜头一般，勾勒出失恋的
诗人徘徊难遣的惆怅。

相比于 《君山》，诗集 《冰块》 收录诸诗
关注的面向更广阔，对于人生的思索更深邃，
然而情调上也更阴郁和晦暗了。这个诗集中有
着不少《野草》式的精警意象，如“绿绿的灼

火”、“爱的毒蛇”、“荒坡”上的“歌者”、“野
冢”中的“骨骼”、“荒原”上燃烧的“孤
魂”，“病房”里遥闪的“黑影”等，甚至构思
方式也是“野草”式的自我诘问和自我审视
的，如 《诗人的心》 中的“他”“在生之挣扎
里更痛感着生之悲凄。/他踯躅于人间，却永
为人间摒弃”，这里的“彷徨于无地”之感与

《影的告别》 何其相似！又如 《绿绿的灼火》
一首，在“空虚”、“死寂”、“漆黑”里死着的

“我”在心里面居然又燃起“绿绿的灼火”，这
不甘于死灭和萎靡的生命之火提醒“我”曾拥
有的“力量”、“热情”、“幻梦”、“青春”和

“雄心”，诗中的“死”与“火”像鲁迅的《死
火》一样也昭示着一种生存的悖论情境。不同
的是，在鲁迅那里，死火始终有着勇毅的担
承；而在韦丛芜笔下，心底烧灼的火最终还是
归于了寂灭。韦丛芜还有一组散文诗《我和我
的魂》发表于《莽原》，借助“我”与自己“灵
魂”的对话来隐喻威权之下的几种人性，构思
也很奇诡。

韦丛芜之外，未名社中韦素园和台静农也
涉足诗歌的创作，不过数量不多。或许与“宏才
远志，厄于短年”的命运有关，肺病缠身的韦素
园，其诗中充盈着一种时光永逝里对生命无望
的留恋，读来令人心痛，如《睡时》和《白色的丁
香》两首。《睡时》从“我”在恍惚中向“病神”发出
的讯问写起，在只有钟声滴答的静谧的“暗黑”
中，“我”试图抓住一点生命的实在，然而抓住的
只是一件“不能言语的，御寒的冬衣”，人生的徒
然之叹于焉而生，确实给人一种无比荒寒的感
受。《白色的丁香》以丁香自拟，春来憔悴的丁香
的枝头生了“几簇稀疏的嫩叶”，只“可惜我今年
仍和去年一样”，借此传递出花犹如此、人何以
堪的落寞，也满蕴凄楚的人生况味。相比之下，
台静农的诗歌更为浏亮，如《时代的北风》袭雪
莱《西风颂》之意，表示要在冬日的孤寂里期待

“我们时代的春的新生”。另《因为我是爱你》
《狱中见落花》等几首情诗也清新可读，不比专
心做爱情诗的湖畔诗人的作品逊色。

未名社的散文成就也很高，其中被阅读最
多的当属曹靖华，只是曹靖华的散文创作开始
于新中国成立后，不在本文讨论范畴，这里重点

分析韦素园、李霁野和台静农三家。总体来看，
未名社同人的散文品种丰富，体式多彩，既有见
情见性的美文，也有以思辨取胜的哲思小品，还
有气度雍容、偏于学术风的随笔，后者多见于译
作的前言、后记。

韦素园的散文主题与其诗作类似，也多是
病榻上的人生感悟，但境界和情调相对清朗。
较能代表其散文水平的作品包括《春雨》《乡人
与山雀》《痕六篇》等。以《春雨》为题的现代作
品为数不少，如梁遇春便有同题散文，不过韦
素园的“春雨”只是个破题，全文借雨写人，
用柔婉的笔调叙述了一个少女“春雨”般的初
恋，一段“生命上深刻了痕迹的隐情”。对于
恋爱过程，作者不面面俱到，只拣选几个片
段，最美的一段是一对儿女置身在葱茏的山道
上，“少女，面临大海，当着晚风，挺立在海
边不动”，心血却“异常的沸腾”，面对那“异
样的衰老的支那古邦的命运”的压抑，她安静
的“挺立”与男孩跟随同学的“默然而退”形
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少女对爱的勇敢和担
当，对世俗眼光的睥睨和从容也跃然纸上。《乡
人与山雀》有着寓言般的意趣，第一节写遇到打
山雀而不获的乡人，引起作者对他妻女生活的
担忧；第二节以诗体的方式写他听到林里的枪
声后对山雀命运的苦恼，乡人为生活所迫的可
悲又将制造山雀的可悲，两节对照投射出对众
生命的辩证思考，也隐约含蕴对时代的批判。

《痕六篇》熔叙事、抒情、哲思于一炉，风格更近
散文诗，和韦丛芜的《冰块》一样，也直接受到鲁
迅《野草》的影响，第一篇《影的辞行》即是明
证。不过，这 6 篇病榻呓语对人生的感喟偏于
寂寥，哲思的深度与精神的指向与《野草》相比
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李霁野的散文写作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他
初识鲁迅时，曾表示自己对英国随笔（essay）的
偏爱，鲁迅亦劝他多读英国名家的作品，并在合
适的时机付诸实践。英伦随笔连缀自由，语气
亲切，循循善诱，对人生的思考不落俗套且幽默
会心，这一切都需要以知性和学养做底子。李
霁野晚年在《我怎样同时光老人打交道》一文中
以罗素的一段话作结，大意是应逐渐扩充自己
的兴趣，走出个人感情的狭窄天地,，直到“自
我”这堵墙一点一点后退，人们的生活才会有真
正阔大的格局。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其早
期作品如《归途杂记》《美丽的甲虫》《乐观主义》

《反表现主义》等多从生活即景入手，试图在漫
谈中把话题引向开阔，有一点英伦随笔的影子，
但囿于“自我”之墙还是高耸，所以气相不大，态
度也偏于急切。到了30年代，随着阅历的增长
和经由翻译积累磨练的艺术感受力的成熟，李
霁野的散文也变得潇洒而富有情致，如《生活的
曙暮光》《蟋蟀》等篇什，均从容不迫，富有知识
密度而又无大掉书袋的匠气或卖弄，在娓娓的
叙谈中间杂着蕴藉隽永的乡愁，确是情理兼备
的好文字。李霁野还有一类记人怀旧的抒情散

文，也很有特点。他曾多次引用过威廉·考帕尔
的诗句：“悲苦的已经被时间洗去伤痛，只留下
一点余味，而其中又多半是含着甜蜜的了；欢乐
的却又渗进了一些淡淡而无刺痛的忧伤，变为
比欢乐更为引人的境界了。”他的怀人之作即是
如此，不故作哀愁煽情，而求对亲情故交悲欣交
集的通达之感。1928年初，他以《生底漫画》为
题的“三幅遗容”，即追忆祖母、外祖母和母亲的
三篇散文发表于《未名》半月刊，散文哀而不伤，
避开这类文章多从伤悼入手的老套，而是深情
回顾听祖母讲故事时那夏日夜间的快乐，在外
祖母家亲近乡间景物的欢喜和“小时伴着母亲
做针线活的情境”，以温暖的记忆冰释生死相隔
的离愁，以馥郁的人间情味慰安渐凉的人生，那
萦绕三代人之间的朴实的亲情因之更显绵长，
更引动人心。

世人多称许台静农的小说书法，而忽略他
散文大家的另一身份，其散文成就与晚年享誉
台岛的随笔集 《龙坡杂文》 相关，论者谓其：

“字里行间学问和性情交相辉映，历史沧桑的
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耿直猖介和深厚博大的人文
关怀尽在其中，而抚今追昔的感慨和对真善美
的向往更是令人心折。”孙犁曾说散文是老年
的文体，意谓老人阅世通透、情感冷凝，文字
也老辣遒劲，揆之于台静农散文写作的 60
年，确有道理。不过，台静农未名时期的散文
创作也自有可观之处，《死者》《人兽观》《铁
栅之外》《梦的记言》《病中漫语》等篇都颇耐
读。他虽也感叹“生息于这古老的城堡中，一
无所有的，除了荒凉和寂寞”，但文风并不柔
弱，批判的锋芒更是未名青年中最锐利的一
个。《人兽观》 以国人惯于骂人畜生为“发
凡”，接下来罗列对比中西人类进化的观点，
勾勒由兽而人的脉络，目的则是讽刺当时“人
而兽者”、“兽而人者”和“似人似兽”的挂着

“人”字招牌的敌视进步的“所谓知识分子”，
用语峭拔，反讽机智。又如 《梦的记言》，开
篇便声明，自己的梦里“没有天使，没有爱
神，也没有烂熳的光和美艳的云”，提醒读者
在颓堕的时代美梦云云不过是脆弱的掩饰。文
中所记三梦——“光荣的死”刺破专权者以

“国家”或“主义”的名义号召人们“光荣”
赴死的把戏；“返于野蛮”质疑国人仁让厚道
的“雅量”，呼唤可贵的野蛮；“明天”直指国
人以“明天”为借口敷衍今朝的自欺——针针
见血，端的是鲁迅的嫡传！

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评价韦素园，说
他“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
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
第一要他多”。这句评语用来评价未名社集体
其实也是恰切的，就像他们朴素的社名，“不
入于观赏者的眼睛”，却以扎实勤恳的译作和
创作夯实时代文学的基底，而今天的我们在经
典化 20 世纪中国文学时，也不应将他们“置
之度外”。

“荒坡上的歌者”
——谈未名社的诗歌与散文创作 □马 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