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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叶诗派的战争创伤与现实主义内化九叶诗派的战争创伤与现实主义内化
□□李李 婷婷

九叶诗派也称中国新诗派，是我国20世纪

40年代形成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

派。主要成员有穆旦、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

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也包含40年代

与现代主义诗风相近的如李瑛、莫洛等人），主要

刊物是《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九叶诗派成长

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其间，其诗歌创作打上了

鲜明的战争意识形态，体现出诗人感时忧国的担

当，现代主义的书写中体现出现实主义的色彩，

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诗歌理念。

作为“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九叶诗派始

于抗战中成立的西南联大的学生诗群，他们共同

的“西学”教育背景形成了独特鲜明的现代性取

向。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艺术的良心使他们并没

有在象牙塔里进行“纯诗”创造，事实上九叶诗人

肩负起了诗人在面对民族危机的语言担当，在

《中国新诗代序·我们的呼唤》中，他们宣称渴望

“拥抱历史的生活，在伟大的历史的光耀里奉

献……渺小的工作——诗的创造”，这种担当又

绝不是混入众声合唱中的政治和时代简单的传

声筒，他们介入现实又超越现实，强调把生活经

验转化为文学经验，拒绝说教式的泛化抒情，注

重个体的自我创造，因而他们的诗不是鼓动的、

煽情的、宣传的诗，而是揭示痛苦、给人以沉思反

省的诗，是一种内化了的带着现代主义的现实主

义。在我看来，九叶诗派的现实主义内化主要有

两层含义。首先体现在对现实深刻性的把握上。

他们从现实出发却不止于现实，思索的是现实背

后更为深层的要义。陈敬容提出：“要扎根在现实

里，但又要不给现实绑住”，“‘现实性’远非一般

口号诗人口头上呼喊的所谓‘时代感’。它是更

广博得多，更深入得多的。……它绝不呐喊绝不

一遍又一遍地用政治术语，和标语上、广告上常

见的字样。”（《真诚的声音——略论郑敏、穆旦、

杜运燮》），在《和唐祈谈诗》中她也说道:“我们

不能只给生活画脸谱，我们还得画它的背面和侧

面，而尤其是：内面。所以，现实二字，照我看来

是有引申意义的。”九叶诗人对现实的把握绝不

是肤浅地止于表面，而是有着内里的深刻沉思。

其次，现实主义的内化还指九叶诗人面对现实的

“自我”主观化。他们并不镜像式的反映现实也

不仅仅在深度上挖掘现实背后的缘由，他们是凭

借现实传达作为个体的诗人的真切体验与感受，

所以九叶派的诗即便是在书写宏大的集体的非

个人题材，也都展现出主观化的个人色调。唐湜

在《严肃的星辰们》一文中表示“必须通过个人的

特殊的真挚的气质，个人的特殊的生活风格，历

史才能留下深沉的足音。没有个人的人性的光

彩，历史的映现是不可思议的”。九叶诗人注重

个性化的体验，即使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的作品

也都超越具体现实带着浓重的个人感受。袁可

嘉在《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中指出“纯

粹出自内心的心理要求，最后必是现实、象征、玄

学的综合的传统；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

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为

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

流露”，这历来被看做是九叶诗派的诗歌宣言。

在诗歌与现实、时代、政治的复杂关系里，九叶诗

派通过自己的探索既捍卫了艺术的良心也保持

了诗歌的独立，可以说是十分难得的。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九叶诗人积极地

投入现实，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战争把他

们赶出平静的校园，认识到民族的危亡和广大

劳动人民的疾苦，诗风也由前期的浪漫抒情转

为冷静的反思，杭约赫的《启示》就揭示了这

样一种心理转变：

我常常迷失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拾到一枚

贝壳，捉到一个青虫，/都会引来一阵欣喜，好像/

这世界已经属于自己，而自己却/被一团朦胧困

守住，/翻过来，跳过去，在一只手掌心里。/有一

天忽然醒来，/烧焦了自己的须发，/从水里的游

鱼，天空的飞鸟/得到了启示，于是/涉过水，爬过

山，抛弃了心爱的镜子，/开始向自己的世界外去

找寻世界

诗歌以象征和暗示把诗人面对严峻现实的

自省和转变的心理历程刻画出来，当战争的烟火

“烧焦了自己的须发”，诗人不得不放弃狭隘的孤

芳自赏而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把个人与广

大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辛笛的《一念》也揭示

了这样一种心路历程：

早上起来/有写诗的心情/但纸币作蝴蝶飞/

漫天是火药味/良知高声对我说/这是奢侈 矛盾

犯罪/我们已无时间品味传统/我们已无生命熔

铸爱情/我们已无玄思侍奉宗教/我们如其写诗/

是以被榨取的余闲/写出生活的沉痛/众人的 你

的或是我的/我们在生活变成定型时就决意打破

它/我们在呐喊缺乏内容时就坐下来读书/我们

应知道世界何等广阔/个体写不成历史/革命有

诗的热情/生活比书更丰富/如果只会写些眼睛

的灾难/就呵责众人献上鲜花鲜果/当作先知或

是导师供养/我宁愿忘掉读书识字/埋头去做一

名小工

战火硝烟的时代大背景让诗人反思写诗的

意义，来自道义的谴责让诗人看不到写诗的价

值，最终以诗歌的形式否定了诗歌，认为在那样

的时代下写诗是奢侈、矛盾和犯罪，这不仅是辛

笛个人的心声，也是同时代大多数诗人包括九叶

派在内的共同的感受。然而，诗人并没有放弃诗

歌，在外部现实的压力和内心道德反思的焦虑

下，诗人开始了转向，由“现代”向“现实”转变，寻

求二者的平衡。“二十年前我当你，是在歌唱永恒

的爱情”，现在才发现了“你一声声是在诉说/人

民的苦难无边”（辛笛《布谷》）。对朋友殷勤地叮

嘱“出了苏伊士运河，换上西方世界/可是地中海

的蓝水蓝天/也洗不清你我来自半殖民地的一颗

心”（辛笛《赠别》）。在路途中看到的是“列车轧

在中国的肋骨上/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瘦

的耕牛和更瘦的人/都是病，不是风景！”（辛笛

《风景》）当众声义无反顾地投入激情地呐喊唱和

之时，九叶派在直面现实揭露黑暗感时忧国中保

持了难得的冷静与清醒，个人世界在向外部世界

的敞开过程中也把外部世界内化为个人的感受

与体验。

穆旦的《赞美》《给战士》《旗》《轰炸东京》《他

们死去了》《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不幸的人们》

等诗作表达了诗人直面现实的感时忧国，其中

《赞美》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而妇孺皆知，诗作表达

了对民族生存现状的痛苦记忆、对坚韧不拔的民

族生命力的倾心赞美，透过战火硝烟描写了最底

层广大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表现了穆旦作为一

个诗人的良心。抗日战争的爆发是穆旦诗风的

转折点，由前期的雪莱式的浪漫抒情转变为“有

了一点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穆旦诗的痛

苦、深度，直接是他亲历亲受的战争创伤的生命

体验。穆旦有以“抗战诗录”为总标题的20余首

战争诗，对战争中的士兵、演习、牺牲等场面的具

体描写跃然纸上如身临其境。穆旦的战争诗善

于选择典型的军事化的意象，如“勃郎宁、毛瑟、

三号手提式、左轮、漆黑的枪口、扭转的弹道”

（《五月》）等，正是这些符号把诗思引向了硝烟战

场，增强了控诉的力度。长诗《森林之魅》《神魔

之争》是穆旦对战争的理性沉思，1942年他参加

中国远征军任随军翻译，曾亲眼见一具白骨脚上

还套有军靴，《森林之魅》就是基于这种残酷的生

命体验，震撼人心、感人肺腑。此诗采用诗剧的

形式，分为“人”、“森林”、“祭歌”三个部分，各有

其深沉的象征，因此提供了巨大的解读空间，历

来对这首诗的分析有关于宗教信仰、人的终极关

怀的论述，也有生命与死亡、对战争的否决、对个

体生命的关注等等角度，从各个侧面试图探讨其

精神内核。穆旦的诗是分裂的、挣扎的、彷徨的，

带着战争毁灭的创伤和苦痛，《防空洞里的抒情

诗》《蛇的诱惑》《从空虚到充实》《玫瑰之歌》等作

品莫不如是，穆旦基于特有的非人的生命体验从

自我感受出发介入现实，他的诗作深刻、沉思、冷

静，显出了与主流话语的游离，他在《出发》中写

道：“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须杀戮，/而那可厌的我

们先得去欢喜。/知道了‘人’不够，我们再学习/

蹂躏它的方法，排成机械的阵式，/智力体力蠕动

着像一群野兽”，“给我们失望和希望，给我们

死，/因为那死的制造必需摧毁/给我们善良的心

灵又让它歌唱/僵硬的声音。个人的哀喜/被大

量制造又该被蔑视/被否定，被僵化，是人生的意

义；/在你的计划里有毒害的一环”，诗歌所表现

的悖论源于诗人对战争的反思和审视，外在的战

争、社会、人民的痛苦内化为穆旦自我的痛苦，他

自觉地与那个时代一同受难，“作为一个对中国

民族的苦难和力量有所自觉的现代知识分子，通

过自己的体验和刻画，使自己的诗成为那个时代

的痛苦和矛盾形成的一个知识分子的痛苦和矛

盾的表征：这就是穆旦”（邵燕祥《重新发现穆

旦》）。战争形态下的生命破碎、撕裂，诗人从惨

不忍睹的现实出发而作出的形而上的深思又指

向个体对精神家园、生存、信仰等的追求、坚守和

最终消失的深刻缅怀。唐湜曾评价穆旦的诗“永

远在自我与世界的平衡的寻求与破毁中熬煮”、

“向一切自然的欲望与社会的存在战斗”（唐湜

《诗的新生代》）。穆旦的诗是痛苦的，这种痛苦

源于战争又超越战争之上，指向生命终极命题的

忧虑探索。

杭约赫的《火烧的城》《复活的土地》《寄给北

方的弟弟》《噩梦》《最后的演出》《感谢》等，或讽

刺或揭露或控诉，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现实关怀。

其中，《噩梦》谴责国民党发动内战残害人民，“百

年的冤仇不去报，教你们/举着来自海外的凶器，

厮杀/自己的弟兄，听号音的啼达”，诗人的愤怒、

不满、谴责跃然纸上。《复活的土地》以戏剧化的

写法熔铸自己的仇恨、愤怒和期望，表达诗人对

战争中“人”的深刻思索，把民族的痛苦与斗争、

时代的黑暗与光明交融在一起，在对历史发展规

律的揭示中饱含着深刻的哲理和促人警醒的内

在力量。长诗《火烧的城》不仅刻画了战争中城

市触目惊心的荒芜衰败，还剖析了现代市民的精

神疾病。当他从自我狭小的天地走出来关注外

面世界时，他作为一个诗人以敏感的内心捕捉到

的现实不仅带有强烈的个性，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对现实的批判也是入木三分。

哲学系背景出生的郑敏受浪漫主义诗歌及

歌德、里尔克的影响，倾向于抒情哲理诗，残酷的

现实无法让诗人一味沉浸在纯粹的形而上的哲

思中，她把思索投向对战争的解剖与批判当中，

在特有的哲思的观照下，她清晰地看到“我们的

灵魂里却汇合着神性/与魔鬼”，“人们被枪声惊

醒，发现世界在重复着它的愚蠢/那幅记载着爱

与罪恶的画又在这绿草上复活”（《最后的晚

祷》），她明确地从一棵树里听到民族的苦痛和新

生，“即使在寒冷的冬夜里/你走过它也应当像/

走过一个失去民族自由的人民/你听不见那封锁

在血里的声音吗？”（《树》）《噢，中国》《人力车夫》

《时代与死》《贫穷》《死难者》《小漆匠》等诗作表

达了诗人对现实的思考、对光明的渴望、对弱小

者悲惨遭遇的深刻同情，将外在的现实内化为独

特的感受辅之哲理思忖，郑敏的诗沉静深邃，从

一个侧面铭记了时代的痛楚。

战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九叶诗派带有浓重

的战争创伤，一方面体现在外部现实的压力和内

在自我反省的双重推动下自觉地探讨现代主义

和现实主义相结合，另一方面对战争的刻画、对

现实的揭露、批判也是时代的客观再现，九叶诗

人所体现的自我分裂的痛苦、面对黑暗现实的讽

刺、愤怒、渴望和谴责都是时代打下的烙印，唐祈

的《时间与旗》《最末的时辰》《雪》《严肃的时辰》，

唐湜的《骚动的城》《歌向未来》，陈敬容的《遥祭》

《不开花的树林》《黄昏我在你的边上》，杜运燮的

《林中鬼夜哭》《黑色的新加坡河》《月》《水手》，袁

可嘉的《上海》《号外三章》等都是熔铸现代主义

与现实主义的篇章。

无论是东方中国的《诗经》还是西方古希腊

的《荷马史诗》，战争都是诗歌国度占有相当篇幅

的重要意象。赵翼有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

沧桑句便工”，这当然不是说诗歌惟恐天下不乱

喜欢战争，而是指战争的残忍痛苦所造就的诗词

感动人心意味深长，而这一切都是以向往和平渴

望安宁为旨归。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九叶派

很多诗作都是直面时代现实。烽烟散尽，历史

书、教科书所记录的战争只是一串串抽象而冰冷

的数字，诗人用笔记录的战争却能为我们进入历

史提供一条别样的路径，在他们敏感心灵捕捉到

的时代缩影里后人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生命的体

温。九叶派以诗人的良心和人民的良心深入战

争现实，他们舔着时代的伤口在一定距离之外冷

静观察，并没有放弃作为诗人的创造性的个性立

场，这也从根本上与同时代的政治抒情区别开

来，九叶派的诗不是“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

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而是“以我观物，故物

皆著我之色彩”的有我之境，对现实的深度把握

带着极具个性的主观体验是现实主义内化的重

要表现。袁可嘉在《新诗现代化》中指出“突出于

强烈的自我意识中的同样强烈的社会意识”，九

叶派在自我与社会间取得了巧妙平衡，今天重提

九叶诗派不仅是对战争创伤的回望与铭记，对当

今文学的发展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从这双重

角度来讲，九叶诗派将永在历史和文学的天空熠

熠生辉。

在钱理群先生的《1948：天地玄黄》这部著作的观念中，

1948年是一个“天地玄黄”的年份，是所谓“新中国”与“旧中

国”大决战的时刻。这一年国共两党的政治竞争胜负已几成

定局，但国民党没有放弃最后的挣扎，其统治给整个社会带来

的负面影响仍然深重，可谓是“黎明前的黑暗”。这种情态不

仅表现为经济的萧条、秩序的动荡，还深层次地作用于社会各

阶层的心态。一般认为，诗人相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是心态更

为敏感、观察视角更为敏锐的一群，但又区别于用客观、科学

的方法论来思考、解决问题的研究者。因此诗人面对“天地玄

黄”的时局所做出的反应是值得关注的，在他们的诗作中能看

到这些诗人对现实之“变”的心灵感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变革年代的诗作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记录，是用诗性语言

的方式处理个体生命与社会、时代之间的张力。因此，九叶诗

人在1948年的写作值得引起进一步的关注。

九叶诗人，或九叶派，并不是一个在1940年代就被确定

的称呼。据唐湜介绍，当年环绕着《诗创造》，尤其是流派色彩

较浓的《中国新诗》的诗人并不只是九个人，年纪大些的前辈

诗人就有冯至、卞之琳、方敬、徐迟、金克木几位，年轻一些的

也有莫洛、方宇晨、李瑛、杨禾、羊翚几位。（唐湜《九叶诗人：

“中国新诗”的中兴》）九叶诗人（九叶派）是1981年袁可嘉、郑

敏、陈敬容、杭约赫所编《九叶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以

后，评论家所赋予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辛笛、陈敬容、

唐祈、唐湜、杭约赫这九位诗人的集体称谓。这几位诗人虽然

在个人创作风格方面有所差别，但在袁可嘉看来，他们对诗与

现实的关系和诗歌艺术的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相当一致

的看法，因此围绕着《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在风格上形成了

一个流派，这个流派的特点被袁可嘉概括为“现实、象征、玄

学”，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深

厚含蓄，玄学则表现于理智感觉、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

智的不时流露。（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追求》）九

叶诗人在继承中国古典诗词和新诗优秀传统的同时，又受到

了西方诗学理论和里尔克、奥登、艾略特等诗人创作的影响，

因此九叶诗人是中西合璧的一群。对现实的密切关注与独到

的创作手法，使得九叶诗人笔下的1948年成为名副其实的

“变革之年”。

对“风景”的“观看”

九叶诗人对“时代之变”的捕捉，最初的阶段是身临其境

的感官体会，如眼睛的“观看”。通过“观看”，1948年的社会

万象便转换为一幕幕图像为诗人所接受，但是如果仅是对所

见之景进行简单的描摹，则不足以书写“时代之变”。九叶诗

人在作品中力图通过事物的表象，看到社会生活的核心，也即

把感官所能体会到的“风景”在诗歌中转化为时代与心灵的

“风景”，将单纯的视觉体验变为文字经验。如同里尔克的作

品《布里格随笔》中对风景的描绘一样，九叶诗人在诗歌中睁

开了时代的“经验之眼”。

辛笛的诗作《风景》标题即点明了内容的主旨。作者也在

诗末缀明写作的时间、地点：1948年夏在沪杭道中。但辛笛

并不是单纯地记叙旅途之风景，他看到的是“风景”，想到的却

是“社会问题”，记叙过程中有着形象的比喻，并掺杂了自己的

主观感受：“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

比邻而居的是茅屋和田野间的坟/生活距离终点这样近”，在

新的时代到来之前，丑陋的事物比平时更为触目惊心。辛笛

描写“瘦的耕牛和更瘦的人”之类的“风景”，实际上是为了指

出这样的畸形风景之“病”，为了“反风景”，体现了诗人对社会

现实的忧虑之感。

与之相类似的诗作还可以举出袁可嘉的两首描写城市的

诗《上海》《南京》。这两首诗或用夸张的手法写到巨变之际城

市里的乱象：“从办公房到酒吧间铺一条单轨线，/人们花十小

时赚钱，花十小时荒淫。”（《上海》）或将城市拟人化，在书写混

乱时局的同时也表示出对时局的嘲讽：“糊涂虫看着你觉得心

疼，/精神病学家断定你发了疯，/华盛顿摸摸钱袋：好个无底

洞！”（《南京》）与辛笛的《风景》所采用的角度相类似，袁可嘉

在“观看”城市“风景”的同时也在对“风景”做出评判，将“风

景”转变为具有个人化色彩的景象，体现了一个诗人对1948

年这个变革时代的感知，也与其提出的“现实、象征、玄学”的

主张相契合。

“等待”与“忍耐”

1948年是黑暗与黎明最后决战的时刻，旧的时代即将结

束，而新的时代还在路上。在这样一个转折年代，九叶诗人们

的笔下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是“等待”和“忍耐”。这是因为九叶

诗人都具有忧国忧民的热情，也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但他们

毕竟不是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因此他们虽然预感到“光明就在

眼前”，但对于未来的具体图景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忍耐”和

“等待”便成为他们在诗歌中流露出的一种应对时局的态度，

因为“光明”的诞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过程充满艰难。

1948年夏，辛笛在上海写下一首名为《春天这就来》的

诗。在开头诗人便有着疑问：“春天这就来/冬天你走不走

去？”虽然写作的时间是夏天，但诗人感到身处的社会环境是

“冬天”，并在焦急、疑虑中等待“春天”的到来。“等待春天、忍

受寒冬”的心情也是女诗人陈敬容所拥有的，她在《抗辩》一诗

中说出了被迫忍受黑暗时局的无奈：“是呵，我们应该闭着

眼，/不问那不许问的是非；/我们知道我们的本分只有忍受/

到最后；我们还得甘心地/交出一切我们的所有，/连同被砍杀

后的一堆骨头。”并且正因为有“忍受”的苦楚，诗人才更加渴

望“春天”的到来：“多少个寒冬、长夜，/岩石里锁住未知的春

天，/旷野的风，旋动四方的/云彩，凝成血和肉，/等待，不断地

等待……”（《题罗丹作〈春〉》）

在唐祈的长诗《时间与旗》中，“等待”和“忍耐”的主题也

有所演绎：“人们忍受过多的现实，/有时并不能立刻想出意

义。”“人们在冰块与火焰中沉默地等待，/啊，取火的人在黑暗

中已经走来……”的确，正如路翎在1948年所作《危楼日记》

中所说：“新的时代要沐着鲜血才能诞生；时间，在艰难地前进

着。”“有极沉重的东西，大家称之为‘时局’的，重压着人们。”

在变革的关头，人们总是期盼光明快些到来，“等待”似乎也变

成了一种“忍受”，因为时间在重压之下显得更为缓慢，但“忍

受”和“等待”仍然是必须的过程，因为杜运燮笔下那“冲破冰

冻严寒的春雷欢呼声”终究会来。

批判，呼唤以及犹疑

前文说过，面对“天地玄黄”的局势，九叶诗人的态度之一

是“忍耐”和“等待”。但他们的态度并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

国民党政权的丑恶行径、混乱的社会秩序、贫富两极严重分化

的局面都是九叶诗人在作品中批判的对象。他们希望拥有稳

定、正常的社会环境，富足、幸福的生活，相信人民一定能取得

胜利，因此他们在批判现实的同时也在热切呼唤光明的到

来。九叶诗人的这种“批判与呼唤”虽然带有政治意味，但他

们的诗作绝不是庸俗、呆板的“政治抒情诗”。他们“绝对肯定

诗与政治的平行密切连系，但绝对否定二者之间有任何从属

关系”。（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追求》）九叶诗人的

作品中的“政治”是个人意识与社会意识的相结合，并且决不

是放逐诗歌语言艺术的“政治”。杭约赫在1948年所作的两

部长诗《火烧的城》和《复活的土地》都充斥着对时局不乏艺术

感的批判，如《复活的土地》中写到：“生存的欲求，从墙上到地

面/一层层凝固，凝固又剥落。/徒手的杂色的行列，向那些/

张开的口——吸血的口和/枪口走去，生命的旗帜/飏起来，再

飏起来，又回归于/流血的尘土。”但即便如此，九叶诗人们还

是愿意相信“光明”的到来，对“人民的旗”的呼唤与肯定出现

在唐祈的笔下：“一个巨大的历史形象完成于这面光辉的/人

民底旗，炫耀的太阳光那样闪熠/映照在我们空间前前后后/

从这里到那里。”（《时间与旗》）

虽然九叶诗人不满于时局，并期待时代的新生，然而在

“批判与呼唤”的热烈声音中，仍然有一丝“不和谐”的犹疑。

诗人穆旦对时局的密切关注，已被一些研究者注意到。据姜

涛研究，穆旦自1947年春开始，就连续写下《时感四首》《荒

村》《饥饿的中国》《甘地之死》《诗四首》等作品，类似于一个连

续展开的动态的政治观察与评论。（姜涛《一个诗人的内战“时

感”》）在创作于1948年8月的《诗四首》中，穆旦虽然也期待

“迎接新的世纪来临”，不过他总是用一个“但”字来表达他对

“历史循环论”的焦虑与不安，于是他担心“面包和自由正获得

我们，却不被获得”。这种犹疑的心态其实是正常的，正如姜

涛所说：“‘天地玄黄’的时刻也是一个开放的时刻，能否主动

站在变动的历史内部，而非挪用固化的感受方式、认识方式，

去把握变动的契机，形成多层次的视野，其实检验着自由思想

的历史可能性。”（姜涛《一个诗人的内战“时感”》）在1948年

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因为个人观念、立场的不同，所以任何

抉择都有可能。

“这是结束，也是开始。”正如杭约赫《复活的土地》的最后

一句所言，1948年是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年代。虽然“大局

玄黄未定”，然而“一切终得变”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在新

旧交替之间，九叶诗人在诗歌中流露出的对时局的态度，可以

视为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心态的代表。在他们的诗中既有充满

现实关怀的“观看”，又有“忍耐”与“等待”的主题；而最核心的

部分，乃是对黑暗的批判、对光明的呼唤，以及批判与呼唤之

间的一丝犹疑。“现在”变得难以忍受，“未来”虽然难以确定是

怎样的情形，但仍然值得期待，而在“现在”与“未来”之间，是

“丰富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