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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 4 月，在西湖边上，几个年轻的诗人
以“湖畔诗社”的名义，结集出版了一册名为《湖
畔》的诗集。这几位年轻的诗人是冯雪峰、应修
人、汪静之、潘漠华。按照他们初衷，并没有打算
成诗社，所以“湖畔诗社”实际上不能算作通常意
义上的、有组织的文学团体，“只可以说是当时几
个爱好文学的青年的友爱结合”（冯雪峰《〈应修
人潘漠华选集〉序》）。之后，还有魏金枝、谢旦如、
楼适夷等的加入。“湖畔”成员除诗合集《湖畔》
外，还先后出版有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三人的
合集《春的歌集》（1923年），以及汪静之的个人诗
集《蕙的风》（1922 年）《寂寞的国》（1927 年），谢
旦如《苜蓿花》（1925年）等。他们相似的年龄和经
历，使得他们虽然没有什么共同的“宣言”和“纲
领”，但却有大体比较接近的艺术风格。

“湖畔”诗人的诗歌，让人想到《诗经》当中的
天籁般的歌唱。“湖畔”的诗歌确实也是中国新诗
的“童年”，这种状况决定了“湖畔”诗人诗歌创作
的一些基本特征。关于“湖畔”诗人的诗歌创作，
据汪静之后来回忆，鲁迅曾在通信中，称汪静之
的诗“情感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是天籁不是硬
做出来的，然而颇幼稚……”（汪静之《回忆湖畔
诗社》）而朱自清则称，“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
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潘漠华氏最凄苦，不
胜掩抑之致；冯雪峰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泪；
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气；应修人氏却嫌味儿淡
些”(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这
些大概也代表了人们对于“湖畔”诗人的普遍印
象，加上评价者的权威，这样的论断基本上成为
对于“湖畔”的定评。“五四”先驱们对于“湖畔”诗
人的评价心态可能是很复杂的，而人们简单理解
鲁迅等人的评价，则使得“幼稚”似乎成为对于

“湖畔”众口一词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的依据主
要是年龄——“湖畔”诗人在当时大概都是20岁
左右，但这个年龄即便在今天也不能真的算是

“小孩子”，再加上诗人的早慧，人们其实不应该
将诗歌艺术上的“童年”特征，简单等同于“小孩
子”的诗歌和诗艺上的幼稚。“但若有了那精细的
艺术，他还能保留孩子底心情么？”（《惠的风·朱
序》）从理论上说，诗人的“童心”和真正的儿童般
的“幼稚”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所以它也并非必
然与精致的诗艺不能相容。“湖畔”诗歌的“童年”
艺术，未尝不是其有意识的艺术探索的结果——
尽管在今天越来越“精明”的诗人们看来，可能这
种对诗的理解和探求方式本身很迂阔和“幼稚”。

一、诗是“湖畔”诗人用以认识世界，对抗人
生当中的浊恶，评判、乃至“改造”世界的工具和
价值依据。“湖畔”诗人与文学研究会有着密切的
联系，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不可能不影响到湖
畔社的文学观念和创作走向。文学研究会“为人
生”的文学主张，反映到“湖畔”诗人那里，大概就

是通过“诗”的方式来“为人生”，将“诗”当作人
生，使“诗”与人生高度地统一起来。这首先就是
用诗的眼光理解和看待世界、人生和自我：“他们
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朱自清《〈中
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不管这是不是从

“大人”的外部眼光打量的结果，这结论是准确
的。在历经沧桑和世故的人看来，这本身确实就
是“幼稚”，反映了年轻人对于世界的理解的单纯

（汪静之《慰盲诗人》），但也表现了在特定的历史
时期、特定的人生阶段、特定的诗歌氛围当中对

于诗歌的一种理解和探索方式，以及他们对于诗
歌和生活的全身心的投入和关注程度：“假如我
是个诗的人，/一个‘诗’做成的人，/那么我愿意
踏遍世界，/经我踏遍的都变成诗的了”（汪静之

《诗的人》）。作为“诗的人”，他们用一种儿童般的
眼光看待世界，不仅仅将自身的情感向无感情的
动植物作对象化的投射（冯雪峰《三只狗》），而且
也将世界整体都拟人化、童话化，将整个世界都
理解为一个诗性通感化了的世界：“杨柳弯折身儿
侧着耳，/听湖里鱼们底细语；/风来了，/他摇摇头
儿叫风不要响。”（冯雪峰《杨柳》）此外，像汪静之

《西湖杂诗》当中有些诗的情调也与此类似。“湖
畔”诗人虽然年轻，但也不至于真的幼稚到像长不
大的儿童。与其说他们毫不掩饰地展现出了自己
的“幼稚”，不如说他们坦率地呈现出自己作为幼
稚的“新诗”作者、作为“诗的人”的“幼稚”，他们的

“幼稚”，正是为了新诗有一天能够走出幼稚。
这也就是说，“湖畔”诗歌不仅是诗人的“童

年”的产物，也是新诗“童年”的某种结果，在这个
诗歌的“童年”其实有很多珍贵的东西。废名就以
充分的肯定态度，讲到“湖畔”诗人写诗时的这种

“童年”的“自由”：“不但他们的题材是新诗这个
小孩子的题材，他们写诗的文章也是新诗这个小
孩子的文章”（《谈新诗·〈湖畔〉》）。废名所说的这
种新诗写作的内容和形式上的双重“自由”，正是
出自“湖畔”诗人以孩童般纯粹的诗人禀赋，进行
的无所顾忌而又全神贯注的“诗性”发掘和开拓。
因此这种“自由”所体现的，不仅仅是诗人的年龄
特征和主题选择方面的结果，同时也包括新诗童
年的“实验”性质：在新诗形、质具不确定的“自

由”状态下，对于“诗意”的寻找和对于诗性状态
和诗歌形式的着意探索。正是在“湖畔”诗人这
里，中国新诗至少在某个方面，充分地展开了自
己的本质的可能性，废名所说的“当时谁也没有
他们的新鲜”（同上）的“新鲜”，大概就是就这种
状况而言的。后来的有些诗歌和诗人，除了种种
现实当中的羁绊和牵挂，一心想“成年”，一心要
摆脱“幼稚”，反倒处处暴露出其“成年”的贫乏、
凄惶和窘迫。

二、由此，诗歌题材和主题方面，“湖畔”诗人

的爱情诗也包含了、甚至首先是大情大爱。人们
印象当中的“湖畔”诗歌主要是爱情诗，当时引发
激烈争议的原因也主要在此。但像汪静之的散文
诗《乐园》，与其说是一个天堂般的情爱世界的写
照，不如说仿佛是一个《圣经》当中的上帝初造的
人间：“这里的人们永远是小孩子，他们彼此互相
亲切和爱；没有生产和死亡，也不见欺诈，嫉妒，
争斗的事情。”一个渴望“小孩子”的世界的诗人，
肯定不是小孩子：“自古至今未曾有一个谁到过
这里。因为人类太愚蠢，自己瞒了自己底眼睛，所
以找不到开这里的门的钥匙。”其实，世间连真正
的“小孩子”，也早已被成人世界当中的功利和世
故“剥了真与善”（汪静之《小孩子》）。于是，诗歌
在这里被当成了整个世界，被当成了拯救世界的
天堂。这确实是“幼稚”，然而真正的诗人哪里有
不“幼稚”的？将诗歌仅仅当成“聪明”的诗歌、当
成机巧技艺、当成修辞意象、当成语言游戏，就不
幼稚了吗？如果连诗人和诗歌当中，都充满了诡
诈和机心，这个世界不是更让人绝望吗？但反过
来说，“湖畔”诗人确有一些类似儿歌性的作品和
故作童真的诗歌，反而让人觉得无趣。

“湖畔”诗人的诗歌和对诗歌的理解方式，首
先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心爱”“恋爱”关系的一种
连接纽带和关系见证：“逛心爱的湖山，定要带着
心爱的诗集的。//……//有心爱的诗集，终要读
在心爱的湖山的”（应修人《心爱的》）。因此，“湖
畔”诗人饱含诗情，睁大了“诗意的眼睛”打量这
个世界：“夜间的西湖姑娘，/被黑暗吞下了。/终
不能见面，/虽然大睁着眼尽瞧”（汪静之《西湖小
诗》第一）。“湖畔”诗人在进行此类爱情诗歌创作

时，不一定真的想到去模仿《诗经》，但他们的诗
歌在情感的构成及与生活和自然世界的关系上，
与《诗经》当中的自然歌唱，确实有“结构性”的类
似性和可类比性：“有水下山来，/道经你家田
里；/它必留下浮来的红叶，/然后它流去。//有人
下山来，/道经你们家里；/他必赠送你一把山
花，/然后他归去。”（冯雪峰《有水下山来》）这样
的诗，从形式上都让人想到《诗经》当中的《国风》
及其“比兴”构造，而从诗歌艺术手法上，也像中
国古典诗歌一样，将意象和情境作一种“客观”的

呈现，有着古典般的蕴藉、含蓄和典雅，但其中的
生活内容和情感类型，仍然是现代人的。与此同
时，“湖畔”诗人们对于现代诗艺也运用得很熟
练：“月光满了田野，/我四看寂寥无人，/我捧出
那朵花，轻轻地，/给伊浴在月底凄清的光里。”

（潘漠华《隐痛》）把无形的心底的“隐痛”，给具象
化、实在化为花朵般的“美丽”，这种反差所带来
的撕裂性和堆聚性的痛感，不是古典诗歌当中所
能够有的情感和境界，比之“轻轻的我走了”之
类，手法上也并不落伍和“幼稚”。另外，这种情
诗，有时是用一种抑制情感的“零度叙事”来表
达：“蓝格子布扎在头上，/一篮新剪的苜蓿挽在
肘儿上，/伊只这么着/走在朝阳影里的麦垄上。”

（应修人《麦垄上》），反而让人觉得明净和醇厚。
当然，“湖畔”诗人的这种大爱、大情，有时到了没
有是非道德的地步，比如认为岳飞不把秦桧宽恕
是值得“羞耻”的事情（汪静之《西湖小诗·十
四》），这就确实是“幼稚”了。

三、“湖畔”诗歌形制和技艺方面的优缺点，
也大都与其对于“诗”的上述认识和理解有关。如
上所述，“湖畔”诗人的诗艺探索，是从通过诗歌
来理解世界和自身的“诗”的世界观开始，这导致
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这使得“湖畔”诗人获得
一种诗歌的自由度：“我要使性地飞遍天宇，/游
尽大自然的花园，/谁能干涉我呢？/我任情地饱
尝光华的花，/谁能禁止我呢？/我要高唱人生进
行曲，/谁能压制我呢？”（汪静之《自由》）这样的

“自由”，在现实世界当中，可能只会处处碰壁，但
对于诞生不久的新诗来说，这种自由度使得诗歌
在诗性构成、题材主题和情感类型、语言形式等

方面，都得到一种有效的开拓和拓展。但另一方
面，“湖畔”诗人对于诗歌、诗情和诗性的理解的

“广度”，确实使得某些诗歌在通常概念上的诗与
非诗的边缘徘徊——虽然它另一方面，也使人反
过来思考究竟什么是诗歌，比如像汪静之的某些
只有一句的诗，如：“不息地燃烧着的相思呵！”

（汪静之《小诗五》）。具体讲来，“湖畔”诗人眼中
的那种童话般的诗性通感世界，确实特别适合于
形制短小的诗歌：因为随着诗歌的变长，思想的、
理性的、机心的成分便也增多起来，这可能不符
合“湖畔”诗人对于诗歌的理解和理念，因此也不
能像短诗那样组织得含蓄蕴藉、周全严密，读起
来便让人觉得情绪激烈而诗歌平淡乏味。不过即
便是小诗，在对于诗性通感效应的关联程度、范
围估计失控或不准确的情况下，也使得某些小诗
或许诗人自己觉得是诗，而别人没有其诗的感觉
和接受情境，因而觉得不是诗。

“湖畔”诗人在诗歌的语言形式和韵律方面，
确实也如废名所说的是纯粹的“白话的文章”，即
便有所考虑和讲求，也基本都出自于自然。欧化
的句式和诗行排列、换行、韵律形式都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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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呐《湖畔社诗选·前言》）
我们权且不论“精密”“高深”“复杂”之类，是否是
衡量一切诗歌的标准，后来乃至今天的新诗确实
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这些“标准”，但新诗由此就
真正“成年”了吗？郑敏不是说，“我们今天的新诗
的问题，就像一个孩子长大了，但还是半文盲”
吗？（《诗刊》2003 年第 1 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成年”和“长大”，还不如“幼稚”——一
个长大了的傻孩子，让人看着更不是滋味。五四
前后的新诗爆发式发展的第一个波次之后，新诗
和诗人们都从客观的自然年龄上过了“童年”阶
段，但诗艺倒退在很多诗人那里都是一个普遍现
象，而这种倒退，又绝非技艺和技巧上更加不成
熟、不熟练。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值得反思，但不能
据此再次反证“湖畔”诗人的早期的“幼稚”。在这
之后，新诗非但没有很快“成年”，反倒可能失去
了一些之于新诗或许是本质性的东西，直到今
天，恐怕也仍然是问题不断的“不良少年”。以各
种方式保存和映射童心、初心、本心，让人看到自
己的初始和来路，这难道不是诗歌的品性之一
吗？“湖畔”诗人在做这些的时候，有时踉踉跄跄、
东倒西歪，掌握不好自己的平衡，但让人看到两
种“童真”交相辉映，也是一件饶有真趣的事情。
对于后来者来说，比之几首“精致”的诗歌，给人
启迪可能更多。这或许也正是写出了深湛精微的

《谈新诗》杰作的废名，始终不能忘怀一册薄薄的
《湖畔》的原因。

湖畔诗社：引人瞩目的爱情诗
□张立群

“湖畔”的天籁，自然的歌吟
——“湖畔社”诗人的诗艺探索 □张大为

1922年3月31日，当来自上海的银行职员应
修人在杭州火车站与前来接站的汪静之见面的
时候，他们谁也不会想到中国第一个新诗社
团——湖畔诗社即将诞生。同年 4 月，应修人、
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在杭州成立湖畔诗社，四
人合集《湖畔》也在当月出版。诗集刚一问世，就
分别得到了仲密（周作人）、朱自清在《晨报副
刊》《时事新报》上的“介绍”与“评价”，“湖畔四诗
人”的格局也由此在诗坛确立。8 月，汪静之的
诗集《蕙的风》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诗集由朱
自清、胡适、刘延陵作序，周作人题写书名，鲁迅
审阅诗稿并提出修改意见；《蕙的风》短期内印行
数版，累计印数达 20000 余册，是继《尝试集》和

《女神》之后影响最大的新诗集。1923 年 12 月，
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合集《春的歌集》由湖畔
诗社出版。全盛期的湖畔社还有魏金枝、谢旦如
加入。其中，谢旦如曾以“湖畔诗集”名义于1925
年 3 月出版《苜蓿花》一种，而魏金枝的诗集《过
客》则未问世。此外，湖畔社还曾于1925春创办
文学月刊《支那二月》4期。至1927年 9月，汪静
之的诗集《寂寞的国》在开明书店出版，应修人、
潘漠华、冯雪峰此时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湖畔诗社的活动已于事实上结束。

尽管，就诗歌题材来看，湖畔诗社四位年轻
诗人的创作曾涉及自然、亲情、乡情等诸多方面，
但爱情题材无疑是其创作上最引人瞩目之处。
他们曾被誉为五四时期“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
的”（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而经过历史的检验与积淀之后，汪静之更被当代
学者定位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爱情诗人”（贺
圣谟：《论湖畔诗社》）。综观《湖畔》《蕙的风》《春
的歌集》，湖畔诗社在爱情诗上的贡献首先就在
于开创了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爱情诗书写范
式。正如宗白华在 1922 年 7 月 9 日致柯一岑信
中提到“中国千百年来没有几多健全的恋爱诗
了。（我所说的恋爱诗自然是指健全的，纯洁的，
真诚的。）所有一点恋爱诗不是悼亡，偷情，便是
赠妓女。”（宗白华：《恋爱诗的问题——致一
岑》），朱自清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

“导言”中也曾强调：“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
‘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白的告白恋
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由于
封建礼教的压抑，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中国诗
歌历来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情诗，所谓情爱之作也
多为旧文人所歌咏的“软玉温香”。新诗的出现
虽然为中国诗歌注入了现代文化意识，但由于新
生的缘故，初期白话诗更多关注的语言、形式的
经营。湖畔诗人以年轻人特有的朝气，抒写自己
的情感世界。汪静之的《伊底眼（赠菉漪）》将“她
的眼睛”分别比做“温暖的太阳”、“解结的剪刀”、

“快乐的钥匙”，“她”一看“我”，“我”就会产生相
应的共鸣；“我”因此坠入爱河，而此刻，“伊底眼
变成忧愁的引火线了；/不然，何以伊一盯着我，/
我就沉溺在愁海里了呢？”应修人的《妹妹你是
水》好似脱口而出的民歌，清澈、透明：“妹妹你是
水——/你是清溪里的水。/无愁地镇日流，/率
真地常是笑，/自然地引我忘了归路了。”这些从

内心流淌出来的诗，真实地展现了湖畔诗人的爱
情体验：他们最早以现代诗的形式，将当时年轻
人内心蕴含的情愫、爱的欢愉和苦闷表现出来；
他们的爱情诗呼应了当时追求个性解放的浪潮，
成为五四时代文学反封建文化礼教的重要组成
部分。他们是新诗诞生期最集中写情诗的一群，

《湖畔》《蕙的风》分列新诗集出版顺序的第五位
和第七位，《蕙的风》在出版前后广受鲁迅、胡适、
周作人、朱自清等文化名流的关注，以至于 8 年
后已成著名作家的沈从文在回忆其影响时，仍认
为“《蕙的风》所引出的骚扰，由当时某些年青人
看来，是较之陈独秀对政治上的论文还大的。”

（沈从文：《论汪静之的〈蕙的风〉》）湖畔四诗人在
现代爱情诗建构中的开启之功、产生的广泛影
响，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自由的风格与明快、质朴的格调。按
照废名（冯文炳）在《谈新诗》中对《湖畔》的评价：

“据我的意见，最初的新诗集，在《尝试集》之后，
康白情的《草儿》同湖畔诗社的一册《湖畔》最有
历史的意义。首先我们要敬重那时他们做诗的

‘自由’。我说自由，是说他们做诗的态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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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诗人可以“自由”的做诗，与
其所处的年龄阶段、生活在诗的世界里有关。五
四时代的新诗由于还处于探索阶段，新诗人们在
具体写作过程中往往并不着意于抒情主人公形
象的塑造，其抒情主人公和抒情主体（即作者本
人）一般是互不分离的。通过汪静之在其爱情诗
标题下多出现“赠珮声”、“赠菉漪”、“回忆 D”、

“忆H”的字样，与其现实生活中先后同四个女性
的情感实录两相对照，人们可以读到存在于诗歌
与情感之间的“双重真实性”。《恋爱的甜蜜（赠菉
漪）》《换心（赠菉漪）》《伊底眼（赠菉漪）》等，是汪
静之写给和他白头偕老的伴侣符竹因（即菉漪、
绿漪）的真情告白。在这些作品中，诗歌因自然
天成和艺术上的不饰雕琢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
的“绝端的自由”——“我要推翻一切，打破旧世
界，/谁要阻挡我，万不行！/我要怎样想就怎样
想，/谁要范围我，断不成！”（汪静之：《自由》）

与自由风格相一致的，是湖畔诗人爱情诗明
快、质朴的格调。湖畔诗人不做无病呻吟，不忸
怩作态，而是在书写爱恋时天真、质朴，清新、明
快，从不晦涩难懂。这一具体的表达使其有别于
中国传统诗歌书写情感时常常注重缠绵悱恻、欲
言又止的特点，并为初创期的新诗融入更多的艺
术表现空间。他们“所咏歌的又只是质直，单纯
的恋爱，而非缠绵，委曲的恋爱。”（朱自清：《〈蕙
的风〉序》）对比在当时诗坛产生重要影响、崇尚
力与美的郭沫若的诗歌，湖畔诗人唤起的是清
新、自然的审美感受。当然，由于年龄、经验等原
因，湖畔诗人的作品也有部分显得浅露、幼稚、未
臻成熟的缺憾。

第三，多元化的爱情诗艺术实践。湖畔诗人
虽以爱情诗闻名，但其具体创作却有内在的差异
性。仅以朱自清在《读〈湖畔〉诗集》（1922）、《〈中
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1935）中的评价为
例：前者的“就艺术而论，我觉得漠华君最是稳

练、缜密，静之君也还平正，雪峰君以自然、流利
胜，但有时不免粗疏与松散……修人君以轻倩、
真朴胜，但有时不免纤巧与浮浅”，和后者的“潘
漠华氏最凄苦，不胜掩抑之致；冯雪峰氏明快多
了，笑中可也有泪；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气；应
修人氏却嫌味儿淡些。”已反映了四位诗人创作
风格的不同。不过，朱自清的两篇文章毕竟相隔
十余年，期间他会对四位年轻的诗人有更多的了
解，因而虽评价的对象相同，但结论还是略有不
同。由此考察湖畔四诗人的爱情诗，除个体性格
的差异外，情感道路的不同也是重要的原因。以
潘漠华为例，结合后来相关诗友提供的材料可
知：潘漠华之所以“最凄苦”，爱情诗中始终有一
个令其刻骨铭心的女性形象，其实与他现实中相
爱的人是其自幼一起长大的堂姐潘翠菊有关（贺
圣谟：《论湖畔诗社》）。潘漠华诗《隐痛》中之所
以有“我心底深处，/开着一朵罪恶的花，/从来没
有给人看见过，/我日日用忏悔的泪洒伊。”《若迦
夜歌》中之所以有“妹妹，我们底爱，/是有缺陷的
完全，/所以我想，将这些诗烧去，/也是留些痕
迹；不烧去，/也是留些痕迹。”都与这段注定无法
实现的恋情密不可分。然而，从艺术实践的角度
上看，正是由于这段可望而不可即的恋情无法向
读者进行过多的告白，是以，潘漠华的诗才呈现
出20年代初期新诗抒情主人公与现实生活中人
物分离的少有现象。尽管，通过“知人论世”的解
析，我们可以通过成长道路、爱情体验的不同得
出湖畔四诗人爱情诗艺术实践的差异，但就整体
评估而言，湖畔诗人显然在更多情况下不是写爱
的甜蜜，而是更多写爱的愁苦、思念的焦灼，只不
过他们的“爱情至上”观、青春激情常常会将凄苦
与幽怨转化为真切感人；而其在爱情诗艺术实践
过程中的个体差异又在整体上使湖畔诗人呈现
出多元化的写作态势。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在当时就产生过争议。
《蕙的风》出版不久后，时为东南大学学生的胡梦
华在《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 10月 24日）上发
表《读了〈蕙的风〉以后》一文。在文中，胡梦华以
卫道士的口吻，批评《蕙的风》“有不道德的嫌
疑”，“故意公布自己兽性冲动”，“变相的提倡淫
业”，会引导年轻的读者入“歧途”、“走上罪恶的
道路上去了”，“应当严格取缔”，在具体结合汪静
之《过伊家门外》中的“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谪，/一
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多么欣慰而胆寒
呵。”前提下，胡梦华更是将汪静之的诗和“春宫
画”等进行类比……对于胡梦华的污蔑，许多人
在《时事新报》《晨报副刊》《民国日报》上撰文与
其争辩；为此，胡梦华又先后发表文章数篇，除坚
持己见外，他还以“何妨请几个高手诗人把《金瓶
梅》译成诗”之类的话影射《蕙的风》。在回应胡
梦华的文章中，周作人的《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

（1922 年 11 月 1 日，《晨报副刊》）、鲁迅的《反对
“含泪”的批评家》（1922 年 11 月 17 日，《晨报副
刊》）是颇具代表性的文章。周作人以英国诗人
斯温朋的“世间唯一不洁的物便只是相信不洁的
念头”回应胡梦华的指责，这一论断和他在《情
诗》（《自己的园地》）一文中针对《蕙的风》所言的

“这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用不着
我的什么辩解。……他那缠绵宛转的情诗里却
尽有许多佳句。……所以见了《蕙的风》里的‘放
情地唱’，我们应该认为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期
望他精进成就，倘若大惊小怪，以为‘革命也不能
革到这个地步’……未免眼光太短了。”一脉相
承、前后一致。至于鲁迅的文章，更是在逐一反
驳胡梦华的论点后，指出“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
泪的多少来定是非”。除以上两篇文章外，身在
德国的宗白华虽未直接参与论争，但其获悉消息
后立即给《时事新报》写信表示声援，“我个人以
为这种纯洁天真，活泼乐生的少年气象是中国前
途的光明。那些事故深刻，悲哀无力的老气沉
沉，就是旧中国的坟墓。”（宗白华：《〈蕙的风〉之
赞扬者》，1923年1月13日《时事新报》）

围绕《蕙的风》产生的论争，自然会扩大湖
畔诗社特别是其爱情诗的影响。《蕙的风》的论
争就实质而言，反映的是新旧两种文学观、道
德观的碰撞。历史地看，湖畔诗社的爱情诗无

论就其观念还是艺术实践来看，都有片面理
解、简单认识的一面。然而，处于新旧社会文
化的转型期，湖畔诗社的无所顾忌、纵情歌唱
甚至其成员生活道路的选择，又自有合理之
处。应当说，在新旧文化交替阶段，任何一次
带有变革、出新意义的文学实践都不是一个简
单的文学问题；而当这些实践被铭刻于历史的
纪念碑之后，其垂范的意义又会成为一种历史
的权利。为此，我们虽然无法拿出更多的证据
证明湖畔诗社以后的爱情诗都直接受到其影
响，但毫无疑问的是，湖畔诗社的爱情诗已经
成为中国现代爱情诗传统的重要源头。如果由
此再进一步，联系应修人早期创作与旧体诗之
间的关系，以及他的《妹妹你是水》《小学时的姊
姊》等带有的鲜明的民歌情调和对优秀古典诗歌
传统的借鉴，那么，将湖畔诗社的爱情诗视为“承
前启后”也并不过分。只不过，这时，我们不仅需
要考察其诗歌主题，还要考察其创作资源的合理
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