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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九叶集》的一个关键词
□段晓琳

个人与人民

袁可嘉在《九叶集·序》中谈到为什么要在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重新刊印九叶诗人的作品

时，这样写道：“因为这些作品是40年代中国的

部分历史的忠实记录。九位作者作为爱国的知

识分子，站在人民的立场，向往民主自由，写出了

一些忧时伤世、反映多方面生活和斗争的诗

篇……”《九叶集》所选辑的作品是九叶诗人40

年代（主要是1945-1949年）的作品，大部分是

九叶诗人“转变”之后的诗作。九叶诗人前后期

创作的差异与变化，袁可嘉、蓝棣之、公刘等诗人

学者早已作出过阐释，国家危亡与民族苦难的逼

仄，将血与火的酷烈灼热卷入了九叶诗人的创

作，令其突破个人小世界，走向大地与人民。这

种由个人到人民的“转变”痕迹在《九叶集》中也

有所残留：

辛笛在坚定地怀抱起理想后，不再笃信那十

个不诚实的、过于灵巧的触须似的手指（《手

掌》），他发现20年前歌咏爱情的布谷，如今正一

声声诉说着人民的苦难无边（《布谷》），于是他明

白“个体写不成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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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辛笛

的观念在九叶诗人中很具有代表性，相似地，杭

约赫在《启示》中也谈到了这种转变，诗人本“常

常迷失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有一天突然醒悟，于

是抛弃了心爱的镜子，一些忧患指点了前面的

路，将他引领至新的世界即“自己的世界外的世

界”（《启示》）。随着苦难忧患的加剧，陈敬容的

飞鸟所带来的“一幅初霁的蓝天”（《飞鸟》），已被

厚重的灰尘中望出去的“一角蓝天”所替代（《从

灰尘中望出去》），之前独自吊在白日与黑夜间的

她，在黄昏的边上无力徘徊，渴望飞到黑夜的边

上等待黎明（《黄昏，我在你的边上》），可后来在

冬日的黄昏桥上，诗人看到“人们”疲倦而焦急，

“多少人”要彷徨寻找一个随便什么避风角落，

“躺下去/也许从此不再起来”（《冬日黄昏桥

上》）。唐祈早先忧郁的牧歌故事中，那比红宝石

美丽的投湖少女（《故事》），后来转变为割断自己

蔚蓝色脉搏的公园少女，与成群的饥饿的队伍、

犯着“蜡黄色”怀乡病的士兵、苍白瘦削的孕妇、

污秽哭号的血婴、像霉烂的黑蘑菇似的丧家人，

以及烈日下等待一坯土的死不瞑目者，一并构成

了最末时辰中的受难群像（《最末的时辰》）。也

曾在夜月怀乡中独自感伤的杜运燮（《夜》《月》），

后来竭力讽刺飞涨的物价（《追物价的人》），赞美

越过了铁窗与血泊的雷（《雷》）与怒唱战歌的闪

电（《闪电》）。在金黄的稻束中独自静穆沉思的

郑敏（《金黄的稻束》），后来的诗作中也出现了

“举起，永远地举起，他的腿”，“这古老土地的坚

忍的化身”的人力车夫（《人力车夫》）。《九叶集》

是一群关心国家命运与民族疾苦的知识分子，

“以血肉似的感情”（《中国新诗》编者《我们呼唤

（代序）》）抒写思想探索，以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责

任感，强烈拥抱住了“中国最有斗争意义的现实”

（杭约赫·唐祈《黎明乐队》）。

九叶诗人为垂死的腐朽，将厚厚的殓帛织

就，密密麻麻中织入了重重诅咒，正如在撕心裂

肺的阵痛中等待一个新生婴儿，为灿烂光明的

他，缝制庄严圣洁的襁褓，层层叠叠的针脚里满

是对光明与和平的真挚渴望。正视淋漓的鲜血，

直面惨淡的人生，严肃而真诚地书写40年代人

民的苦难挣扎与为光明未来的坚韧斗争，是《九

叶集》大部分作品的思想倾向与情感基调，而这

部分作品也是《九叶集》至今仍动人至深的魅力

所在。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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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土地绿得丰饶自

然/兵士的新装黄得旧褪凄惨/惯爱想一路来行

过的地方/说不出生疏却是一般的黯淡/瘦的耕

牛和更瘦的人/都是病，不是风景！”（辛笛《风

景》）列车将冰冷沉重的钢铁轮箍深深地轧在嶙

峋高突的中国肋骨上，所行处一阵碎裂，诗篇首

句便令人浑身战栗，疼痛不已，这个“轧”字凸显

出一节又一节负载超荷的社会问题惨痛酷烈地

摧残着积难深重的脆弱中国。

再如，“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

子车，/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

气，/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

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

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

起来。”（穆旦《赞美》）荒凉沙漠、坎坷小路、骡子

车与槽子船、野花与阴雨，这埋藏着苦难的民间

意象，暗示出一段悠久的苦难历史，为这苦难中

坚韧生存的人民，诗人用饱和着爱的，与人民一

样历尽苦难的带血的手，与无处不在的佝偻骨

峭、瘦削乏疲的人民一一拥抱，在他们畸形残损

的脊背上，印下一个深深的血手印子，为这苦难

里的生大声赞美，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在接

下来的诗句中，穆旦在广袤沉寂的土地上，铜刀

铁犁刻写出一个民族起来的背后，是说不尽的灾

难、无尽耻辱的历史、太多无言的痛苦，以及无数

个曾祖祖辈辈受难的中国农民放下“古代的锄

头”，“溶进了大众的爱”，“溶进死亡里”。而这样

一个死亡的农民，是一个老妇的儿子和许多孩子

的父亲，他们在聚集着黑暗的茅屋里，正忍耐着

不可知的恐惧与残酷含蓄的饥饿，等待他无可回

头的归来。正是这样一首首啼血哀歌，严峻沉

郁、深沉痛切地彰显出九叶诗人在战火中的成

长，他们直面苦难、正视鲜血的真诚与勇气，关怀

现实、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担当，令《九叶集》获得

了超越时空的感人力量。

人民与个人

需要指出的是，九叶诗人的人民立场与对大

众苦难的深度关怀并不代表九叶诗人就是 40

年代的“人民诗人”。实际上，九叶诗与当时口

头上红得发紫的“人民诗”有着本质上的存在意

义的差异：“后者是要求一时的虚浮的功效，为

了这，它们甚至公然向封建文化的意识与趣味

投降，前者则要求‘人’的精神生活与由之而凸

现的社会生活的深刻的剖析与坚决而辩证的统

一，‘人’的觉识与它的普遍的社会意义……”而

且“人民诗”是以口号的“现实”逃避生活的现

实，“蒸发或泻出了生活中的活人的生命力与自

觉力”，而九叶诗则“要求自内而外，由近而远，

推己及人地面对生活”，“坚定地起立了自己的

足跟”，开创出“丰厚的雄浑的新天地”。（唐湜

《论〈中国新诗〉——给我们的友人与我们自

己》）可见九叶诗人仍承继了五四以来的“人的

文学”传统，他们愿意真诚地抒写人民的苦难，

但他们“愿意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人”（杭约赫·唐

祈《黎明乐队》）。

袁可嘉在《“ 人的文学 ”与“ 人 民的文

学”——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中，将“人

的文学”概括为两个本位：就文学与人生的关系

而言，坚持人本位/生命本位；就作为艺术活动

的文学与其他活动形式对照而言，坚持文学本

位/艺术本位。这样，“人的文学”以两个本位既

肯定了文学对人生的积极性，也肯定了文学的

艺术性。相对应的，三四十年代所流行的“人民

的文学”，其基本精神也是两个本位，即人民本

位/阶级本位和工具本位/宣传本位（斗争本

位）。由于当时的人民是指被压迫被统治的人

民，因此人民本位具有确定的阶级性，为人民而

服务的文学也必须是宣传的、战斗的。本来，

“人”包含“人民”，文学服役于“人民”，也就同时

服役于“人”，“人民的文学”正是“人的文学”向

前发展的一个阶段，但当时一些流行的人民论

者/人民主义者却在对文学进行极度地抽空、压

缩、简化后，以“人民”否定了“人”，以“工具”否

定了“艺术”。因此，坚持“人的文学”，而又关怀

人民的袁可嘉，重述了他的一个根本中心观念：

“即在服役于人民的原则下我们必须坚持人的

立场、生命的立场；在不歧视政治的作用下我们

必须坚持文学的立场，艺术的立场。”40年代的

九叶诗人，因对现实的黑暗政治不满，而倾向于

革命，但他们与真实的革命实践之间存在隔膜

与距离，他们大多是本着知识分子的良心，揭露

社会的肮脏内里，指斥世间的苦难与不公，渴望

社会变革与人民解放，具有普泛的民族责任感

与人道主义情怀，因此他们更多地属于革命的

同路人，他们自觉地接近广大群众，以求用诗歌

传达他们与人民所“共有的历史经验”（[美]叶维

廉《四十年代诗理论的一些据点——由〈诗创造〉

〈中国新诗〉谈起》）。

如何在人本位/生命本位的前提下去书写人

民？九叶诗人普遍重视“个人”的作用，即诗人主

体的个性创造。“我们应该把握整个时代的声音

在心里化为一片严肃，严肃地思想一切，首先思

想自己，思想自己与一切历史生活的严肃的关

连”，首先在历史的河流中形成“自己的人的风

度”，并进而在“个人光耀之上创造一片无我的光

耀”（《中国新诗》编者《我们呼唤（代序）》）。他们

认为一般出发于特殊，也归于特殊，必须以个人

的人性光彩去映现时代风雨，“当历史的阳光通

过个人人性的三棱镜而映照，凝定时，艺术品才

有了真实的跃动的生命”（唐湜《严肃的星辰

们》）。九叶诗人正是从个人经验感受开始，深入

事物本质与现实真相，通过强烈地自我凝视，对波

诡云谲的现实有所“突入”，因此他们极强调诗人

的个性与主观，强调“通过诗人的心态来写现实，

通过体验与感觉来写现实”（蓝棣之《九叶派诗选·

前言》），由内而外，由个人到人民，由特殊到普遍，

由诗人主体创造性地建构个体自我与人民大众、

瞬间体验与历史本质之间的诗性关联。因此，九叶

诗人的前后期创作，看似发生了由个人向人民的

“转变”，实质上从未离开“个人”这个根本，对人民

苦难现实的表达与介入，拓宽了九叶诗人的诗界

领域，但九叶诗人的个性追求也从未动摇。

九叶诗人这种凝视自我以凝视人民，拥抱自

我以拥抱历史的特质，以穆旦最具代表性。《九叶

集》中穆旦的第一首选诗《在寒冷的腊月的夜

里》，开篇便以寒冬腊月、风扫平原、枯干的田野、

尽竭的岁月、憩息的牲口、冻结的小河、一副厚重

的多纹的脸等一系列荒寒、沧桑、沉滞、凝重的意

象，奠定起书写大地农民的沉郁基调。谁家的儿

郎吓哭了？“他就要长大了，渐渐和我们一样地躺

下，一样地打鼾”，这样悠久的岁月里，“我们的祖

先是已经睡了，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在门

口，那些用旧了的镰刀，/锄头，牛轭，石磨，大

车，/静静地，正承接着雪花的飘落。”过去（祖

先），我们（现在），儿郎（将来），都躺在了一起，穆

旦将漫长悠久的时间岁月并置为同一片静止的

空间，从过去到将来，一代又一代的农民行走在

凝滞不变的被轮子轧死的路上，这悠久而深重的

沧桑历史经由穆旦的独特体验与创造性书写，形

成宏阔深广、厚重饱满的诗篇人格。这种独特的

个性的穆旦式人民书写，显然比虚浮空泛的宣传

式人民诗更能接近人民的生活真相与历史本质。

以“人民”为关键词介入《九叶集》，会发现九

叶诗人不同于40年代的诗歌主潮，他们坚持人/

生命本位，坚持文学自身的艺术追求，自觉推重

诗人主体的创造性，重视书写生活的“内面”（向

内转倾向），而这些中国新诗的“现代化”探索努

力，与80年代的时代主潮不谋而合，这也是九叶

诗派作为一个带有想象与建构意味的被追认的

诗派，在80年代及以后被重视与经典化的重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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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辛之（1917—1995），笔名杭约赫。他“善于以不同的语

言风格处理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展现出一幅幅生动壮丽的

画面”，其作品既凝练简约，又细致深刻，自成一格，如讽刺诗

《最后的演出》、政治抒情诗《复活的土地》等都曾在中国诗歌

史上留下过辉煌的印迹。遗憾的是，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原因，

作为诗人形象的杭约赫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很少，更多的是

作为书籍装帧艺术家出现的曹辛之，其作品《印度尼西亚共和

国总统苏加诺工学士博士藏画集》曾荣获莱比锡国际书籍艺

术展览会整体设计金奖。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的《诗创造》和

《中国新诗》及80年代的《九叶集》，这些重要刊物都有他为之

殚精竭虑辛勤奔波的身影。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曹辛之几乎不

再作诗，但他心里从来没有放下过九叶诗派。中国现代文学馆

里珍藏着70多封《曹辛之致王辛笛》的信函，告诉我们这位江

左才子为了“九叶的事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81

年 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

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和穆旦九位诗人的诗合集《九叶

集》，这被认为是“建国以后第一本带有流派性质的诗选”。

早在40年代，九叶诗人之间就有不少同仁互评的文章。

80年代初趁着诗集的出版，九叶诗派也在尝试着“为自己作

传”，其中关于唐湜的《说九叶》，曹辛之对其中的某些观点有

不同看法。

关于《九叶集》的时代性

为什么要将《九叶集》只限定在40年代？曹辛之在信中与

想编《九叶集外》的唐湜意见不同，认为虽然九叶派中他和陈

敬容都在抗战以前写过诗，并且都曾在报刊上登载过，但那都

是练习作业，只有辛笛确实在30年代写出过一些不错的诗，

“但我们九叶作为一个流派，作为一个在当时发生过影响的流

派，那只能算在40年代，从整个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看，正如

香港新园所说‘新诗的真正成熟期，是在40年[代]后期’。”他

拿《白色花》作反面教材，认为它收录作品的时间跨度过长，而

七月派主要的活动时间在40年代，这样反而模糊了时代性，

是为编辑史上的“败笔”。他这样肯定40年代：“40年代是民族

矛盾和阶级矛盾最尖锐的时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诗人，凡有

点爱国心，有点进步思想的都不可能蛰居在象牙塔里去吟风

弄月，或只是单纯表现‘自我’。”

40年代笼罩着最深重的民族苦难和最黑暗的专制政治的

历史阴霾，而九叶派在国统区白色恐怖下的诗歌创作是极其

艰难的。由曹辛之主编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是国统区的

重要文学阵地，诗人们正是围绕着这两份刊物找到了发声的

战场，更找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诗友和战友，形成了颇具特色

的文学一脉。但由于国民党的黑暗专制，刊物不久都被查封

了，前者出版了16期，后者仅出版了5期。据曹辛之后来在《面

对严肃的时辰——忆〈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中回忆：“星群

出版的书籍和诗刊，都无力支付稿酬（只有个别的作家如戴望

舒是例外），有时作家还要拿钱出来印书，当时国统区的物价，

如脱缰野马，纸张、印刷、排工等费用，一个月要涨几倍，诗刊

每期印两千册，书卖出后收回来的书款还不够付装订费用。所

以经济压力很大，主要经济来源靠向辛笛同志所服务的银行

借支，其次靠少量的广告费收入。”那是黎明即将到来的前夕，

那是在国民党反动派血腥统治下的上海。他们一方面要躲过

国民党的枪炮，另一方面还要抵挡住“左倾朋友”放的冷箭，自

己还要解决经济困难。他们肩负着拯救民族危亡和夺取胜利

曙光的时代重任和使命，用自己的心和诗来唱出优美而厚重

的篇章。就是这样的时代，夹杂着紧张严肃、烦恼苦闷还有兴

奋浪漫，他们顶住了，坚持下去了，直到1948年11月，星群被

查封，曹辛之出走香港。这样的时代刻骨铭心，是值得九叶诗

人们和读者铭记的。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就了经得住严霜的

九叶诗派。强调40年代，也是为了告诉世人那段不容忽视不

容遗忘更不容模糊的历史。

关于九叶派的政治性

九叶派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政治性则是其养

分之一。唐湜认为“我们在政治性方面不如七月派”。曹辛之不

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七月派的政治性是用他那种浅显的艺

术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呢，我们的政治性是用我们所爱好的艺

术形式表现出来，表现的形式有差异，对政治性的理解也不

同。……我们在诗中所反映的对生活的真实感情，我们的追求

和响[向]往，我认为这就是政治，何况我们有不少作品本身便

是参加社会变革的斗争武器。我们和他人不同的，只是我们的

作品不仅要求他[它]的政治性，还要求它的艺术性，而两者又

必须溶[融]合一起，成为完整的艺术品。”在曹辛之的理解中，

政治并不是只有那些宣传口号、政治标语、意识形态乃至革命

流血，政治更是生活化具体化的。文艺和政治不是谁为谁服务

或谁成为谁的工具的问题，在九叶派只有如何能够融合得更

好的问题。这和九叶派所主张的“诗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一

致的，他们眼中的“现实生活”既包括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

大题材，也包括生活在具体现实中人们的思想感情的大小波

澜，范围是极为广阔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因此，连七月派的

杜谷自己也承认说：“我们写得粗糙，不如你们多矣！”我们看

到唐祈的长诗《时间与旗》，正是用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来揭露

旧上海繁荣背后的黑暗的一篇力作。时间对于剥削阶级来说，

只是“空虚的光阴”；对于革命人民来说，则是获得旗帜不可或

缺的成长过程，光明与黑暗形成了强烈的比照。又如杭约赫的

长诗《复活的土地》，他把浮沉在旧上海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都

一一作了描绘，用“快到了；快到了！”表达出自己对于光明与

新生的希望，暗示国民党反动派的崩溃和革命胜利的到来。

收到唐湜的回信后，曹辛之于同年6月20日再次致长信

给三人。曹辛之摘录湜兄的回复：“对于你的长信，我的看法是

应实事求是，不要在政治上与人争胜。政治上，我们（也许你是

例外）只是有进步要求，对当时现实有强烈不满，并不反动而

已，这就够了；七月派20人中有14个党员，我们之中一个也没

有就是事实，如硬要在政治上与人争胜，那就是拿弱点来抵挡

别人的强处。”党员的多少并不是用来评价政治性高低的标

准，显然唐湜的这一量化指标不切实际。事实上，虽然九叶派

和党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他们也接受党的领导，许多党员

朋友都曾从多个方面影响过他们、帮助过他们，最突出的就是

蒋天佐。另外，曹辛之认为九叶派的政治性并不仅仅停留在

“并不反动而已”，认为这是一种自降身价的表现，“我们的朋

友（别有用心的除外）都能从我们的作品中肯定我们在政治上

的进步性，而我们自己却认为只是‘不反动而已’，这个，我是

不能接受的”。

关于七月派和新月派

对比1982年4月曹辛之致三人的长信和曹辛之单独致王

辛笛的信，前后两种口吻语气，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他是有些

克制的。唐湜曾回忆曹辛之在香港与牛汉的争论，说：“辛之虽

是江左裁人，不是牛汉样的蒙古莽汉，可火性也是够大的，一

点就会着！”而在致王辛笛的信中，曹辛之自己也承认：“我在

长信中虽然就这个问题上谈了不少，为了尽量照顾到他（唐湜）

这份自己主动来《说九叶》的积极性，我是有些克制的。”是什么

让曹辛之对唐湜兄，他口中的“胖子”、“胖兄”这样气愤呢？

第一，唐湜将他和绿原作比较。唐湜在《说九叶》中对曹辛

之的长诗《复活的土地》大加赞赏，认为这诗的“成就超过了绿

原”。在致三人的长信中，曹辛之平和中带着点怒火：“绿原的

诗……说老实话，诗味太少，多是些大白话。用这些诗来和我

比较，说我‘超过’了他，这并不是我的骄傲！”在单独致王辛笛

的信中，这份怒火燃烧了：“把我和绿原来比较（这是他惯用的

手法，用这个比那个，也不问合适不合适），我不知在哪一点上

和绿原可以放在一杆天平上去秤[称]？绿原的诗，我读得不多，

我看到的诗中，有些句子却没法理解……胖子对绿原过去就

推崇备至，甚至还写文章吹捧他，把穆旦等拉在一起讲，实在

莫名其妙！”对于七月派，曹辛之从来没有否认自己内心的伤

痛。40年代，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们那种唯我独‘左’的强

烈的宗派主义作风，在当时——白色恐怖的国统区，损伤了多

少战友和朋友”。虽然他和七月派的

朋友也时常接触如杜谷、牛汉等，但

他的心中是有数的。虽然他对于七月

派长时间被打成“反革命”，七月派成

员长时间遭受种种不幸也深表同情，

虽然他对《白色花》的出版也表示高

兴，但他明白要掌握一定的分寸，一

定“要有自己的身份”。

第二，唐湜说他“追步新月”。致

王辛笛信中，他愤慨道：“他的《月下诗

会》，说我‘追步新月’，说‘拿画眉的工

笔勾描……’我在胖子的笔下成了张

敞，把与蒋家王朝的斗争当作闺房中

的乐事。我并不害怕被人划为‘新月

派’，但在一个老朋友，还是一个老战

友的眼里当作‘新月派’，那就是怪事

了。”对于新月派，曹辛之从心底里尊

敬他们，但他更尊重自己的时代。因

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新月的时代究

竟不同，“我自问并不落后于时代，从

我的为人、我的经历、我的作品（文学

方面和美术方面）都可以得到证实”。

他对《九叶集》有着严格的时代界定，

对于自己创作风格要表现的时代性

要求就更加严格了。时代对于他来

说，不仅仅是岁月的印痕，更是创作

的养分，他要让作品无愧于时代。

也许这只是唐湜一贯的文字风

格，习惯于将A比作B，喜欢用“契诃

夫式的……”“卞之琳式的……”句

子，但将曹辛之的创作风格和七月派

与新月派作对比，实在欠妥。七月派

犯过错误，因为宗派主义作怪，深深

地刺伤过九月派，再加上其作品强调

革命性，缺乏艺术性；新月派也被人

诟病，他们大都有意或者无意远离社

会现实，缺乏现实的张力。这两者都

和九叶派相去甚远，九叶派的诗歌主

张是“诗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要正视

现实生活，表现真情实感，强调艺术

的独创精神与风格的新颖鲜明”。历

史上的错误不是没有，九叶派曾长期

被曲解为脱离现实的“唯美派”、“现

代派”……因此他们遭受过许多不公

正的对待。不论是唐湜的有意还是无意，这样的“帽子”对于曹

辛之来说，实在承受不起。何况所有的评论文章中，惟有“胖

兄”一人道“追步新月”，于情于理，多少令曹辛之内心不快。

“听，你手拿画笔的诗人/你纤细的笔下怎么能发出粗犷

的呐喊声音/你在海上的小城堡里蛰伏”，这是1975年唐湜在

家乡怀念“九叶”诗友时，为杭约赫写的《遐思：诗与美》十四行

诗的开头段，几笔勾勒，就素描出诗人杭约赫细腻与粗犷并存

的创作风格。“像谁的动物诗里的蜘蛛/要在风雨里吐长长的

飞丝/去捕捉新月下意象的雾/作自缚的密网自如地栖迟！”兴

许，“追步新月”就出自这里，唐湜只是用惯了他对比的手法，

目的是想表现杭约赫作品中鲜明的艺术特征。1995年5月19

日，曹辛之先生因病逝世。《诗探索》特辟“纪念曹辛之”专栏，

老诗人唐湜在《曹辛之（杭约赫）论》中又提到了这首诗。曹辛

之与唐湜的真挚友谊不容置疑，80年代书信中展现的他们对

《说九叶》的分歧，反而更让我们感受到曹辛之其人对于历史、

对于时代和其他诗歌流派实事求是的态度及其执著的艺术追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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