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2 年 4 月，成立于浙江杭州，其初始的四
位成员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彼时均
20 岁上下，可谓青春年少。而此时，距离中国新
诗之“面世”不过几年光景，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发生和诗歌史上第一本新诗集《新诗集》（第一
编）的出版都仅仅只有两年多，此时对于中国的
新文化、新诗来说都是处在一个奠基期、转折期、
成长期。湖畔诗社的创作以情感见长，具有浪漫
主义色彩，他们的诗作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一种青
春期的抒怀。

这里说的“青春期”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个
人的、生理上的青春期，这是个人成长所不可跨
越的生理阶段，其作品也凸显青春期的特征，以
抒情为主，尤其是其爱情诗的写作独树一帜；其
二则是社会的、历史的青春期，当时的中国社会
具有明显的青年文化的特点，加之新诗发展的特
定阶段等，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无不具有青春期
的特征和属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方面
是互相结合、影响、强化的，共同促成了一种独特
的诗歌景观。“谁的青春不迷茫”，和所有人的青
春一样，湖畔诗社作品中同样有着青涩、迷茫、悸
动、狂想，同时，身处历史的青春期，尤其增添了
迷乱、苍白、幼稚的成分，这其中既有着不可避免
的局限性和初步性，又有原生、可贵、可遇而不可
求的质素。

一
湖畔诗社的作品清新、自然、言为心声、言之

有物，用平白如话的现代白话语言来表达自己的
所思、所感。五四时代本就是一个解放思想、狂飙
突进的时代，新诗又是一种与古体诗截然两分的

新生事物，这些年轻的诗人从新诗创作中体会到
了巨大的自由与解放的快感。他们是当时的“新
人类”，所传达的也是一些新鲜活泼、朝气蓬勃、
有无限生长可能的东西。汪静之在《诗的人》中
说：“假如我是个诗的人，/一个‘诗’做成的人，/
那末我愿意踏遍世界，/经我踏遍的都变成诗的
了。”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或者
说，他们相信眼前的这个世界是充满诗意的，他
们有一双善于发现、富于诗意的眼睛。正如周作
人在《介绍小诗集〈湖畔〉》中所说：“他们的是青
年人的诗；许多事物映在他们的眼里，往往结成新
鲜的印象，我们过了三十岁的人所承受不到的新
的感觉，在诗里流露出来，这是我所时常注目的一
点。”和周作人的观点相似，朱自清在《读〈湖畔〉诗
集》中也谈到了其“清新”的风格，他进而分析了这
种表情达意方式的原因和特点：“大体说来，《湖
畔》里的作品都带着些清新和缠绵底风格；少年的
气氛充满在这些作品里。这因作者都是二十上下
的少年，都还剩着些烂漫的童心；他们住在世界
里，正如住在晨光来时的薄雾里。他们究竟不曾和
现实相肉搏，所以还不至十分颓唐还能保留着多
少清新的意趣。”湖畔诗社确如一股清新的风，为
当时的诗歌带来了一种新的面貌和气息。

因了这种青春、清新的目光，大自然在他们
眼中是美的、和谐的存在。在《山里人家》中，应修
人写道：“缫些蚕丝来/自家织件自家的衣裳；/汲
些山泉来，/自家煎一杯嫩茶自家尝。//溪外面是
李树拥梅树，/溪里面是桑树领茶树。溪水琮琤地
流过伊家底门前，/伊家是住在那边的竹园边。”非
常清丽、动人，描绘了一幅天人合一、宁静纯美的
画面，里面同时也包含了中国古典诗歌审美精神
的延续。汪静之的《向乞丐哀求》中，主人公对路旁
乞讨的乞丐非常羡慕，认为其非常“富有”，因为他
们“有田野的香味，/有委婉的鸟歌，/有青翠的草
木，/有艳丽的山花”，并希望请你宽恕久溺苦闷的
我们，/让我们享乐你底自然的山园哟！”这里面也
包含了对“自然”状态的亲近和对社会化的疏离、
拒绝。在人与人的关系、人性本身方面，他们也更
多是讴歌“爱与美”、“真与善”，至少，他们是相信
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和牺牲的。在《小孩子》中，汪
静之从反面书写“被人间剥了真与善的孩子”，其
正面则是对于人性之纯粹、美好、善良的追求。

湖畔诗人的作品大都以“自我”为观照中心，
其实质则是对个体的价值、尊严的肯定与张扬，
呼应了当时个性解放的时代风潮，这同样体现了
作为时代主题的启蒙特征。湖畔诗社的诗歌一定
程度也是“为人生”的，他们虽然大都是大学学
生，社会经历、经验并不丰富，但并不是“象牙塔”
中封闭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写作者，而是关心
时代、关注现实、向生活敞开的。汪静之的《自由》
典型地道出了一个时代的青年对自由的追求：

“我要高歌人生进行曲，/谁能压制我呢？/我要推
翻一切打破世界，/谁能不许我呢？/我只是我底
我，/我要怎样就怎样，/谁能范围我呢？”这样的
书写或许不无概念化、想当然，但无论如何，其中
包含的反抗精神、自由意志总是可贵的，也颇具
时代特征。冯雪峰的《灵隐道上》《睡歌》是典型的

“为人生”的作品，体现了很强的伦理性和人道主
义精神。潘漠华则是一个“饱尝人情世态的辛苦

人”，偏重于写“人间的悲与爱”，其诗歌用情深，
有生活，令人动容。

二
湖畔诗社最具特色、影响最大的自然是其爱

情诗的写作，这为其带来了广泛的声誉，在当时
也引起了一定的争议。与古典诗歌的情感表达方
式相比，湖畔诗社的情感方式更为直接、大胆，其
爱情诗写得清新、自然，非常真挚感人，在表达上
也能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比如应修人的《妹妹
你是水》：“妹妹你是水——/你是清溪里的水。/
无愁地镇日流，/率真地长是笑，/自然地引我忘
了归路了。//妹妹你是水——/你是温泉里的
水。/我底心儿他尽是爱游泳，/我想捞回来，/烫
得我手心痛。//妹妹你是水——/你是荷塘里的
水。/借荷叶做船儿，/借荷梗做篙儿，/妹妹我要
到荷花深处来！”再如汪静之的《伊底眼》：“伊底
眼是温暖的太阳；/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我受
了冻的心就热了昵？//伊底眼是解结的剪刀；/不
然，何以伊一瞧着我，/我被镣铐的灵魂就自由了
呢？//伊底眼是快乐的钥匙；/不然，何以伊一瞅
着我，/我就住在乐园里了呢？”这里面的情感态
度虽然也是东方式、古典式的，但毕竟更为真切、
直白，加之以现代汉语、生活口语为语言载体，极
大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非常清新活泼、有
亲和力。正如冯至在评论作为“湖畔诗集第二种”
的诗合集《春的歌集》时所说：“春的歌者！你们具
有诗人所应有的谦逊的态度，天真的心情，优美
的环境，用纯朴而柔婉的音乐的调子使许多读者
的面前，充溢了春的气息：青春的，更青春了；失
掉了的，恢复了；人世悲哀渗透了的中年以后的
人，也要破颜一笑吧！”总体上看，湖畔诗社的爱
情诗确实为当时的诗界带来了一股“春的气息”，
也能够代表早期新诗中爱情诗创作的水准。

在中国这样有着浓重禁欲主义传统的文化
环境中，对于爱情的强调无疑等同于对欲望、对
个体合法性的强调，这显然会被视为对传统、正
统的一种挑战和冒犯。1922年8月出版的汪静之
诗集《蕙的风》所引起的论争便具有典型意义。是
年 10 月，时为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的胡梦
华发表《读了〈蕙的风〉以后》，认为该诗集“有故
意公布自己兽性冲动和挑拨人们不道德行为之
嫌疑”；同时，“‘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这些
句子，做得有多么轻薄，多么堕落！是有意的挑拨
人们的肉欲呀？还是自己兽性的冲动之表现呀？”
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文艺与道德之关系的大讨
论，这实际上也是时代转折关头旧道德与新道
德、旧文化与新文化之间的交锋。在该文刊出之
后，章洪熙随即撰文《〈蕙的风〉与道德问题》，针

锋相对地指出：“‘恋爱’或‘单相思’是道德，‘捧
戏子’‘打茶围’‘娶小老婆’才算不道德！”“静之
的‘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是青年们所难免的
事，我们以为是很道德的。”周氏兄弟周作人与鲁
迅也参与了这场论争。周作人在 11月 1日《晨报
副刊》上发表文章《反对不道德的文学》：“我不知
道汪君情诗之所以不道德，因为什么缘故：是因
为讲性爱呢，还是因为讲的欠含蓄呢？倘若是因
为欠含蓄，那么这是技术上的问题，决不能牵涉
到道德上去。”同时认为：“中国即使性教育一点
都不发达，青年的意志也还不至于这样变态的薄
弱，见了接吻拥抱字样便会堕落到罪恶里去。”鲁
迅则在 11 月 17 日《晨报副刊》上发表《反对“含
泪”的批评家》，对胡梦华的观点表示“不以为
然”，并指出：“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
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
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
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
必都如此不净；倘竟如此不净，则即使‘授受不
亲’，后来也就会‘瞟’，以至于瞟以上的等等事，
那时便是一部《礼记》，也即等于《金瓶梅》了，又
何有于《蕙的风》？经过这样的论争，旧道学暴露
出了其虚伪和孱弱的本质，“新道德”压倒了“旧
道德”，新的价值观念、美学风格逐渐占据了上
风，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汪静之引起轩然大波的诗句“一步一回头地
瞟我意中人”其全诗如下：“我冒犯了人们的指
摘，/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
胆寒呵。”实际上，如果我们在当今的语境下回头
去看这一诗句和这首诗，会觉得它的表达是非常
含蓄、委婉、美好的，丝毫也无“不道德”之感。如
果我们再联系近些年来诗歌写作中性话语的泛
滥，甚至一些诗歌作品中赤裸裸的关于性器官、
性行为的展览，那么汪静之的诗句不但不是“不
道德”，反而已经近乎一种古典美德了。这里面
的情形虽然不应简单的厚此薄彼，但至少有许多
值得当今进行反思的地方，同时应该看到，湖畔
社的诗歌作品肯定了个体情感与欲望的合法性，
参与了时代道德状况的开拓，其所具有的反封
建、解放自我、人道主义等内涵应该得到后人的
肯定。毕竟，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后来者皆是受
益者。

三
从诗歌本身的角度，不能不看到的是，湖畔

诗社的作品仍显简单、浅白、诗味寡淡、手法单
一、不够凝练，作为艺术品其成色仍显不够。许多
的作品固然是白话，好读、好懂，但是平铺直叙，
读过也便读过，并没有多少“余味”，这不能不说

是令人遗憾的。湖畔诗人的确是在用新的诗歌语
言、新的诗歌形式表达着自己的心声，其诗歌作
品所体现的新的价值观念、新的艺术方式、新的
审美风格等已成为新诗拓荒、垦殖期的重要收
获，这本身是意义重大的。但是，他们也是历史的
产物，不可能“拎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不可
能脱离自己的历史阶段和时代环境，作品的粗
糙、幼稚在所难免。在《湖畔》诗集出版不久的
1922年6月17日，《时事新报》发表了许华天的文
章《读湖畔后》，便对湖畔社的诗歌作品提出了可
谓严厉的批评：“你看现在流行的小诗，是多少的
平凡浅露呵。把长久蕴在心头的浪漫的浮浅的感
想，一朝一夕把他写成十首小诗，这是怎样容易
的工作呢。……现在所流行的小诗，几乎成了一
色的表现式，看了使人怎样的讨厌呵。”应该说，
这种批评还是符合实际的，湖畔诗社的作品确实
存在着表浅、程式化等的问题。关于湖畔诗社的
作品，学者刘纳在其编选的《湖畔社诗选》的“前
言”中说：“年轻的湖畔诗人确实做到了‘不拘’：

‘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而在做到‘不
拘’式的‘解放’之后，他们的诗‘丰富’了吗？‘精
密’了吗？‘高深’了吗？‘复杂’了吗？——并没
有。”这同样是切中肯綮的。

然而，对其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应过分夸大，
对历史的存在还是应该抱持一种“理解的同情”。
或许，在湖畔诗社所处的1920年代，并不应该用
丰富、精密、高深、复杂这样的字眼来要求新诗，
因为它是新生事物，不可能很“成熟”、很“完备”，
或者说，成熟与否、精当与否都并不是它的责任，
它的责任即在于萌芽、成长、辟出道路、昭示可
能。它所显示的是一种可能性，预示了一种“可能
的诗学”，正如胡适在为汪静之诗集《蕙的风》所
做的序中所说的：“他的诗有时未免有些稚气，然
而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
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况且稚气总是充满着
一种新鲜风味，往往有我们自命‘老气’的人万想
不到的新鲜风味。”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它的
出现本身即是意义，至于其所存在的问题与不
足，正是有待于日后改进、修正的。毕竟，像鲁迅
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那样一出现即成高峰
的例子实属“偶然”和“例外”，不太符合事物发展
的“一般规律”。湖畔诗社存在的问题是一种客观
事实，但也不应一棍子打死，其所作出的成就和
贡献同样也不应被忽略，其所创作的若干优秀文
本也足以成为诗歌史上抹不去的经典。

联系到当前，在新诗诞生近百年的 21 世纪
之初，当最为公众所津津乐道、聚讼纷纭的诗是

“梨花体”、“乌青体”诗歌，以及诸如“毫无疑问/
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或者“天上的
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
十分白/特别白特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
这样的诗句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感到一种历史的
似曾相识。当今的新诗无疑比之“湖畔”时期已经
前进了许多，但它所受到的困扰、它所遭受的恶
劣环境之围困，却似乎并无多少不同。如果说新
诗诞生之初讨论这样的问题还情有可原的话，近
年来的如许论争让人看到的却只是低水平、浅层
次、无意义的重复。

历史，真的进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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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的抒怀
□王士强

说到1920年代汉语新诗史上作为“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
（周作人语）的较早诗歌社团湖畔诗社，很容易联想到19世纪
英国早期浪漫主义诗歌的重要代表湖畔诗人（The Lake Po-
ets）。居住在英格兰西北部昆布兰湖区（格拉斯米尔和文德美
尔）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在优美恬静的湖边歌咏自然、
感怀爱情、流连光景。如果说“回到大自然”代表了这三位异域
诗人理想的话，那么在五四运动自由思潮激发下的中国湖畔
诗人则要显得沉重得多。因为他们面对的不只是湖畔、自然，
还有新旧时代转捩甚至交锋过程中文化和思想的剧烈碰撞和
龃龉。而以汪静之、冯雪峰、应修人和潘漠华为代表的这一诗
歌流派尽管曾最先抒写过清新纯真的爱的赞歌，但是他们迅
速在中国诗坛上的隐没则透露和折射出这一时期波诡云谲的
文化和文学生态的复杂性。尽管朱自清等人对他们的爱情诗
写作找出了很多合理性的证词以及进步性的时代意义和美学
价值，朱自清也强调“人生要求血与泪，也要求美与爱，要求呼
吁与诅咒，也要求赞叹与歌咏”，但是在1920年代后期的文学
革命和革命文学的浪潮中这几个年轻歌者最终还是默不作
声，诗歌写作也很快烟消云散了。他们不仅有的从此走上了革
命道路并身陷囹圄、牺牲，而且诗歌的道路也发生了近乎翻天
覆地的变化。这既与时代际遇有关，也与诗歌命运有关。是否
像有人所批评的那样“五四运动前后的青年真是幸运，呼吸了
一点时代的新空气，一个筋斗翻转来，就很早得到一点小名声
在社会上站稳了。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太容易的成功，就像一
个肥皂泡，飞在空中，看起来很美丽，一下子就会吹破了”。

一
华兹华斯曾歌咏湖畔的水仙，而水仙作为诗人的原型（那

喀索斯）则象征了非常态的命运。汪静之等人的爱情故事、生
活经历和不同命运轨迹也让人们在穿越历史烟云的时候唏嘘
感叹、怅惘不已。较之英国湖畔诗人的长寿（注意他们生存的
年代是18到19世纪），比如华兹华斯活了80岁，骚塞是69岁，
柯勒律治也活到了62岁，中国湖畔诗人的命运就更具戏剧性
和悲剧性了。潘漠华只活到了32岁。1934年12月24日，大雪。
饱受折磨而不屈甚至绝食的潘漠华死于狱中。应修人活到33
岁，曾参加左联。1933年5月14日应修人到上海虹口昆山花园
路丁玲寓所时被特务发现，在搏斗中不幸坠亡。冯雪峰则在革
命战争年代经受考验，在文化和文学工作中做出了很多工作。
而在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关进牛棚、下乡劳动改
造。1976年1月31日在病恨交加中冯雪峰辞世。较之这三个人
的命运，汪静之（1902.7.20～1996.10.10）则算“善始善终”者。
不仅罕有地高寿，而且还因为“六美缘”而成就了一段爱情故
事和诗人传奇。

湖畔诗社的前身是柔石、汪静之、冯雪峰和魏金枝等人组
织的晨光社。1922年4月4日，西子湖畔，草长莺飞。汪静之、冯
雪峰、应修人、潘漠华等四个年轻人在西泠印社四照阁宣告湖
畔诗社成立。不久四人的诗合集《湖畔》出版，被爱情和青春鼓
动的年轻人宣告“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随后的
8月份，经鲁迅修改的汪静之的个人诗集《蕙的风》（上海亚东
图书馆出版，朱自清、胡适、刘延陵等三人作序）面世。正如汪
静之所说“庸俗社会封建礼教禁止恋爱”，“心中的热爱抵抗压
力，因而不可抑制地发出爱情诗来”。此后，又有冯雪峰、应修
人和潘漠华三人的诗文合集《春的歌集》推波助澜。尤其是汪
静之的《蕙的风》在短时间内即印刷 6次，销量 2万余册。尤其
是年轻人争相抢购，其畅销程度能够与胡适的《尝试集》和郭
沫若的《女神》比肩。实际上，汪静之《蕙的风》的出版过程非常
不易，反复经历波折。一贯不爱求人的汪静之也不得不破例数

次向胡适求助。当时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汪静之家里
补贴他学费和生活费每年是134元左右，而他实际的花费则近
200元。除了聚会和应酬之外，很多钱自然是花在了买书上。汪
静之在致胡适信中坦陈了自己的窘境，“我的絮被是家中的一
条年纪很老了的小而破的絮被，实在没有什么暖和，近来很严
寒，夜间冻得发抖抽脚筋”，“我的棉袄还是15岁时候做的，现
在小而破都不在乎，只是寒冷的痛苦使我读书不安神”。胡适
看信后也着实为这位同乡青年诗人唏嘘，于是借钱给他并且
在《蕙的风》的出版过程中为汪静之争得最大的利益。最终出
版社给汪静之150元的稿费，这在当时已经算是非常高的了。
况且当时汪静之也还只是个初出茅庐名不见经传的学生。

二
朱自清曾评价湖畔诗社的四个诗人是“真正专心致志做

情诗”的，“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这对于
1920年代初这几个人的诗歌写作及其意义而言是准确的。也
正如废名所评价的“他们真是无所为而为的做诗了，他们又真
是诗要怎么做便怎么做了”，“他们写诗的文字在他们以前是
没有人写过的，他们写来是活泼自由的白话文字”。汪静之等
人不仅被青春的自由和个性冲动所鼓动，更被爱神和力比多

（肉欲）所召唤。正如汪静之给当时的女友符竹因（绿漪）的信
中所宣告的“爱情是绝对自由的，谁要爱谁，谁就爱谁”。汪静
之等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在五四追求自由、个性和反传统道德、
礼教的土壤中获得了成长。也是胡适当时所评价的在“稚气”
中有“新鲜风味”。尤其是他们对爱情的大胆、率真、自然、清新
的抒写引发了众多青年诗人的追捧，也受到了文坛一些道学
者的攻讦和批判、指责。这无异于向旧礼教投掷了一枚炸弹

（朱自清语）。1922年 10月 24日的《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汪静
之同乡胡梦华的《读了〈蕙的风〉以后》，批评这些爱情诗“堕落
轻薄”。在胡梦华看来这些诗是危险的，会“挑拨人们的肉欲”
和“兽性的冲动”，有“挑拨人们不道德行为之嫌疑”，“破坏人
性的天真，引导人走上罪恶之路”，因此“应当严格取缔”。非常
富有戏剧性的是胡梦华大肆批判汪静之等人的诗，其目的竟
然是他自己后来所承认的“戴着假道学的眼镜，以讨好新女性
的喜悦”。胡梦华的这篇文章引发进一步的激烈争论。尤其是
鲁迅以“风声”为笔名撰写的《反对“含泪”的批评家》成为这一
论争中最为有力的支持文章。其他的反对者由此大多噤声。在
这一场激烈的论战中，胡适、周氏兄弟、朱自清等人对汪静之
等年轻诗人的支持、肯定和鼓励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尤
其是鲁迅对汪静之的支持使得他终生难忘，“沦肌浃骨”“刻骨
铭心”。1981年 7月为纪念鲁迅诞辰 100周年鲁迅博物馆编选
纪念集。年近八旬的汪静之在昏暗的台灯下眯着老花眼完成
了一篇长文《鲁迅——莳花的园丁》。可见鲁迅对他的影响以
及青年时代所给予的扶持。

给诗坛吹来清新之气是以汪静之为代表的湖畔诗人正处
于“青春期”的写作，也正如胡适所说的是“五四运动后第二代
的少年诗人”。自然，在胡适看来汪静之是这一代少年诗人中

最有前途和希望的。这种“青春期”既指向了汉语新诗的起步
阶段和五四的启蒙，又指涉了这些人自身写作的“青春期”。其
优势在于敢于写作，勇于抒情，没有禁忌，自由、开放、纯真。当
然这种“未成年”的诗歌状态是不可能持久的。而历史也已经
做出了证明。个性，青春，爱情，诗歌，成为湖畔诗人的关键词。

三
汪静之等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写作带有显豁的“本事”特

征。而岁月何曾静好？人生几度霜寒。
其中陪伴汪静之的不只是青春期的诗歌，还有一个个美

丽的女性于他寒冷、苦闷中给予慰藉，给予他诗歌和精神上的
滋养。正如张爱玲所说的，“在当时的中国，恋爱完全是一种全
新的体验，仅这一点就很够味了。”1923年，热恋中的汪静之竟
然在一天之内写了10封信。当然，汪静之的多情也招致了诸多
非议，“‘诗人’，自古以来，有一种脾气，仿佛自己是九斗十斗
的天才，诗和酒，再加上美人，就是他们自己的小乾坤”。1932
年汪静之曾给妻子符竹因（符竹因原名符竹英，汪静之改为

“符竹因”，即“水竹姻缘”。汪静之又为符竹因取名菉漪，取诗
经“绿竹漪漪”之意。）写下保证书和忏悔书，可见其感情经历
确实丰富。尤其是汪静之与胡适和曹诚英（被汪静之称为“绩
溪才女”）同乡之间的感情纠葛更是成为民国文人的噱头和纠
缠不清的旧梦。曹诚英与汪静之同庚，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但
二人确属姑侄辈分。曹诚英与胡冠英婚后仍与汪静之通信、交
往，这引起了胡冠英的极大不满。他趁机偷出二人的信件和照
片并当众撕碎。尽管汪静之一再追求曹诚英并写了大量的情
书和情诗，曹诚英在离婚后也曾经在酒后对汪静之表露情愫，
但是最终他们在理智和辈分伦理面前止步。倒是同为安徽绩
溪人的胡适和曹诚英（胡适长曹诚英11岁，曹诚英为胡适三嫂
的妹妹）擦出了更多情感的火花。后来，徐志摩在给胡适的信
中曾羡慕地写道：“蒋复璁回来说起你在烟霞洞深处过神仙似
的生活……此次你竟然入山如此之深，听说你养息的成绩不
但医痊了你的足迹，并且腴满了你的颜面，先前瘦损如黄瓜一
瓢，如今润泽如光明的秋月，使你原来妩媚的谈笑，益发取得
异样的风流。”1923年春，胡适的侄子胡思永年仅20岁就因肺
痨病不幸早逝。悲痛中的胡适也因病从上海辗转到杭州烟霞
洞静养。到杭州的这天是4月29日。胡适与此时就读于杭州女
子师范学校且刚刚与胡冠英离婚的曹诚英再次相逢，自是百
感交集。最终，二人在杭州的“情事”“艳闻”惹得江冬秀醋意大
发甚至闹自杀。“后院起火”，最后胡适也只得草草收场。20年
后，即1943年6月19日曹诚英在孤苦的思念中给胡适写诗以
作追念：“鱼沉雁断经时久，未悉平安否？万千心事寄无门，此
去若能相见说他听。朱颜青鬓都消改，惟剩痴情在。廿年孤苦
月华知，一似栖霞楼外数星时。”胡适死后蒋介石手书对联悼
之，“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而曹
诚英一生孤苦，终生未嫁。

这似乎又一次印证了红颜薄命。曹诚英在“文革”期间曾
将大量珍贵的手稿、书信、日记等资料交给汪静之保管，并嘱

托死后这些材料一并烧毁。曹诚英最终因肺癌在上海病逝，红
颜玉陨，后葬于故乡绩溪旺川。其墓碑上只有几个字：“曹诚英
先生之墓 1973年3月8日”。在又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愁肠
百结的汪静之在悲痛中追悼曹诚英，经过痛苦的挣扎最终点
燃了那一堆早已泛黄的信件、日记……

四
1927年之后，文学走向了低潮。这一时期的汪静之也不得

不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他曾辗转于上海、南京、安庆、汕头、青
岛等地做中学教员和大学教师。1932年11月28日汪静之在给
妻子的信中缱绻地写道，“平生爱竹已成癖，不可一日无此
君。”这位轰动一时的“爱情诗人”在教学上却并不太称职，还
引起了很多同事的不满和质疑，甚至闹出了很多乱子。到抗战
最艰难的时期，汪静之还曾与朋友一起开小店谋生。新中国成
立后经过湖畔诗人好友冯雪峰的关系汪静之进入人民文学出
版社，但是因为与聂绀弩的性格龃龉，发生冲突，数度被停发
工资。

汪静之最早写作诗歌尤其是“情诗”，可以说胡适是他的
老师。早在1919年，汪静之就将诗稿寄给同乡胡适求教。那时
胡适在汪静之等青年诗人心中俨然是海内皆闻的第一流的学
者和名人。汪静之晚年向女儿汪晴说过这样一段话，说自己

“第一个崇拜胡适之，第二个崇拜周作人，第三个才崇拜鲁
迅”。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限于政治文化环
境的影响，汪静之在一些回忆录和文章中却称胡适是“五四时
代的右派名家”，“资产阶级的圣人”，“胡适之是最早反对共产
主义的，因此后来共产党这一派就骂胡适之。我看了骂胡适之
的文章，认为对，觉得这个有理，因此我也瞧不起胡适之了，我
后来就不高兴再和他通信，虽然他是我的恩师，又是家乡的小
同乡”。这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复杂心态的一个例证。新诗
史上诗人删改自己的诗作的现象并非少见。鲁迅就深刻指出：

“听说：中国的好作家大抵‘悔其少作’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时
候，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我想，
这大约和现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见他婴儿时代的出屁股，衔手
指的照相一样，自愧其幼稚，因而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
而由于频繁而激烈的政治运动和僵化的文艺政策的规训等诸
多原因，很多诗人为适应政治形势和迫于时代压力自觉或不
自觉地对不同时期的诗作和诗集进行了程度不同的修改。以
汪静之为例，这位善于写爱情诗的“湖畔诗人”在新中国成立
后的创作极少，也曾在1957年的《诗刊》《人民文学》发表过借
鉴马雅可夫斯基楼梯体的政治表态和应时应景的政治抒情
诗，并在 1958年出版《诗二十一首》。汪静之在 1957年编定新
版的《蕙的风》时出于外部环境的影响以及自己在思想观念、
审美取向上的转变，将原版的《蕙的风》删减了2/3，将《寂寞的
国》删掉1/3。新版《蕙的风》将原本的《祷告》《过伊家门外》由
原来的自由体改为格律和半格律体。显然这种修改已经不只
是仅仅字词修改那么简单了。汪静之的这一修改“从整个社会
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不能不说是对当年争论的一个莫大的
讽刺，就诗人本人而言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1996年10月10日，汪静之去世。一个时代的诗歌结束了，
一棵湖畔的水仙最终枯萎了。在静水流深的岁月中，那些湖畔
吟诗的诗人一个个远行，只留下一行行的诗句，还有那些或深
或浅、或长或短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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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情诗与“水仙”命运
——关于湖畔诗人及汪静之的旧人旧事 □霍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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