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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8月7日，诗歌界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九叶

诗派研讨会”。这是官方举行的第一个关于九叶诗派的研讨会。

那些日子，我一直在回忆1980年代我跟唐祈先生的短暂

交往。

唐祈先生是“九叶”之一。他生长于南昌，但他更喜欢说

自己是苏州人，因为他家祖籍苏州，我们算是同乡。所以，我

与他初次见面就显得挺热络。那时我们都远离江南故地，在

大西北的兰州——他在那儿的西北民族学院教书，已经有好

多年了；我则在兰州大学读书，刚刚开始。

那是1987年一个初冬的晚上，我们学校的诗社（我曾短

暂服务过）请唐祈先生来做讲座。那时的唐祈先生已经67岁

了，但身子骨看上去相当硬朗。他戴着金丝边眼镜，身穿笔挺

的中山装，显得风度翩翩、儒雅不凡。他善于发掘、培养年轻

诗人，这在诗坛是众所周知的。那天的讲座除了介绍性地阐

述九叶的诗学主张外，又帮学生们赏析了一些西方的名家名

作，如他最钟爱的里尔克以及波德莱尔、艾略特等人的杰作，

还重点推介了几位青年诗人的作品，如舒婷、顾城、韩东和宋

琳等。他一一指出了它们的好处及创新处，并表示了嘉许。

我每回去唐祈先生家，都能在他的书房兼卧室里，看见几

个少数民族学生或坐或站，或自己读书，或向他讨教。如果唐

祈先生是在工作，他仿佛可以将自己屏蔽起来，不受干扰、旁

若无人。

今年8月上旬，我去参加第五届国际青海湖诗歌节。期

间，青海诗人杨廷成邀请我和挚友、佛山诗人张况一起去西

宁附近的乐都县参访，居然遇到唐祈先生的一位老学生，蒙

古族诗人阿海林。海林与我年龄相仿，他1980年代后期在西

北民族学院求学，经常去唐祈先生家。有可能，当时，我们还

在那里见过呢。因为唐先生的这层关系，海林与我一见如故，

他跟我谈了一些唐先生最后由病而亡的情形。让我不胜感

慨。他是唐先生的嫡传弟子，我是庶出的。但是，在精神气度

上，我觉得自己与唐先生颇有相似之处，至少不亚于那些民院

的学子。

经常有人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经常回答说是东西南北

人或东南西北人。因为我在25岁之前，就从东南到西北再到

西南再到华北，完成了全国性的“学游式”（以学为主，所以不

是游学）流徙生涯；35岁之后，则以诗歌名义，游走于全世界各

地。唐祈先生也是东西南北人。他生长于东南，也是到西北

上大学，我们俩共同的特征就在于这“南北通透”的个人性格

与写作风格。唐祈的牧歌揭示了一位南方诗人对于西北草原

生活的体验，体现出中国诗歌文化的南北融合。他的牧歌风

格清新而哀婉，但背景宏阔，而且具有纵深的历史感和峻厉的

悲剧意识。

当然，在年轻时代，我是自己的选择，他是不得已的，东南

故土已是日寇铁蹄下的焦土，他只能转向西北国统区。所不

同的是，我只把西北作为一个炼钢炉，锻炼一下我的青春和意

志；1991年甫一毕业，我就逃离了。而他1942年大学毕业后，

留在了西北，任兰州省立工专教师。

到中年之后，唐祈先生到西北也是自己的选择，而且比我

更坚定。他虽然多年在东部地区生活工作，1978年，经过14

年的下放劳动，他由江西到北京，任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

杂志社小说散文组组长，旋即又转任《诗刊》编辑。但是，第二

年，他做出了惊人的举动，毅然离开京城，远赴大西北扎根落

户，乃至认西北为故乡。

有一个疑问曾经萦绕在我心头：大西北真正吸引唐祈的

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唐祈先生曾经自答：“到西北高原找回

我年轻时写诗的‘基地’，找到曾哺育过我的诗的少数兄弟民

族。”其实，他回到西北这一决定和举动并不仅仅是为故地重

游，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人意义；而是为“培养新一代少数兄弟

民族青年诗人尽我微薄的力量”。他喜欢在“少数”和“民族”

之间加上“兄弟”二字，他对少数民族的感情可见一斑。

从1979年到1989年整整10年间，他确实为少数民族尤

其是民族诗歌尽了力——不是“微薄”的，而是很大的力，培养

出了不少小有成就的少数民族青年诗人。唐祈先生那时候身

体好，干劲足。他自己也觉得老当益壮，说：“这批青年诗作者

也给予了我一种西北高原的青春的力量，鼓舞我同他们一道

在诗歌的大路上向前走去。”

唐祈先生的诗歌创作起步于西北高原。西北，在东部人

那里往往被称为“大西北”，连绵的群山、浩瀚的沙漠、宏阔的

草原，这种空间的大视野有助于造就诗歌的大格局。1980年

代，整个中国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激情，这种激情浇筑了那个诗

歌的年代，也导致了革命性的思想和行动。但是，1990年代

之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的社会思潮已经激情消退，青春不

再。不过，青春激情之于大西北，似乎不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内

涵，而是属于所有时代，1970年代之前和1990年代之后，大

西北都跳荡着青春的气息，涌动着激情的波涛。

唐祈对西北精神风貌的迷恋和向往，其实是一种文化自

觉的选择。作为华夏文明中人，他自己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

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需要刷新，但在汉语文化语境本身之中，

他很难实现突破，除了向西方，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寻找刺激

性的资源外，他也在向周边少数民族汲取精神养料。就文本

资源而言，他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民歌。我还记得，在他任主

编的新版《中国新诗》杂志里，登载了不少那类民歌，比如青海

的“花儿”。有一段时间，我去旁听了一些关于西北少数民族

历史的课程，在诗歌创作中也有意化用少数民族文化的资

源。就是因为受到了唐祈先生的影响。

通过运用西北少数民族刚健的精神资源和朴拙的文本资

源这些“生料”（raw materials），来更新或补充熟透了的汉语

中心主义文明，使他的诗歌在文化语境里给人以一种起死回

生、重新出发的感觉。这一点，使得唐祈跟九叶诗派中的其他

诗人区以别焉，或者说具备了他自己独特的文化符码。

对这种生猛文明的向往，不仅仅是唐祈先生一个人所独

有的；至少我在少年时代，有过渴望。以苏州地区为代表的江

南文明在南朝之前，还算是生鲜的；但到了南宋，发展到了高

峰，就熟透而熟过头了。必须要寻找一种相反的美学力量，来

比较快捷地让这种钝化状态重新焕发生机。那正是我当年

“孔雀西北飞”，要到大西北去磨砺自己的个人性格和诗歌风

格的最重要最内在的原因。当时，像我这样的文弱书生却钦

慕边塞派那样的风格的青年诗人还有不少。唐祈先生是这个

方面的老先锋，而且坚持得最久。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大西北虽然是青春激情可以肆无忌惮

地发挥的场域，但对于唐祈先生而言，那恐怕只是原动力，而不是

写作的直接原料。他的诗艺，无论是布局还是格律，总体上来说

是相当克制、理性和讲究的。他有浓厚的浪漫情怀，但他在更大

程度上毕竟不是浪漫主义的信徒，而是现代主义的鼓手。

我给唐祈先生出示过一些习作，请他指点。他肯定了我

的青春激情，但也劝导我要思考得更深入些，别急着下笔。这

忠告对我以后的创作习惯影响深巨。我本来是凭着一股子青

春激情去跟大西北撞了个满怀，也是凭着青春激情在诗歌的

广阔天地里撒野狂奔。不过，遇到唐祈先生的时候，我正好已

经开始细读艾略特的诗歌尤其是诗论，再加上唐祈先生的循

循善诱，我开始由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

唐祈先生的教授之家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他的书房里只

有一张行军床、几个书柜，书柜上放着一架只有10英寸左右

的黑白电视机。学院没通暖气，所以他家里自己生着火炉，室

内温度不高，有时候他得穿着棉衣伏案工作。最令我印象深

的是：墙上有一幅很大的剧照，剧中人物穿着民国时期元戎的

盛装，极有气度和气派；唐祈先生年轻时候曾热衷于演戏，大

概那是他自己钟爱的一个舞台形象吧。

每次，他会先让我们坐下等几分钟，忙完手中的急活，他

无时不处在工作状态中。唐祈先生很健谈，而且记忆力好。

过去快30年了，有些谈话内容我至今还记得。

第一次自然要从老家开始谈起，谈的是苏州人性格和苏

州文化品格。他说，外面人总是认为，我们苏州文人多，所谓

文弱，这是一种误解，或者说是对“勇敢”的片面理解。的确，

有些地方的民风彪悍，有尚勇之气，但勇敢不仅指一己之勇、

匹夫之勇、蛮力之勇；更可贵的是文化气质的支撑和道义观念

的表现。苏州历史上不乏仁人志士，有杀身成仁者，有为民请

命者，有暴力起义者。

他举例说，太平天国时期，苏州曾被屠城，是因为我们苏

州人追随太平军将领忠王李秀成和慕王谭绍光，曾经异常激

烈地抵抗李鸿章率领的清军。后来出现投诚事件，但暗中通

敌、刺死谭绍光、献城投降的主谋是纳王郜永宽，这个大叛徒

不是苏州人，而是湖北人。

他再举例说，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阉党执政，朝

政黑暗。苏州市民反对权倾一时的魏忠贤，打死打伤了这头

阉驴派去抓捕清官周顺昌的东厂特务（缇骑），后来，魏忠贤派

兵镇压，马杰、周文元等五位义士为保护当地群众，挺身而出，

自系入狱，英勇就义，谱写了苏州历史上最壮烈的一页。

我补充说，就在苏州人痛打缇骑之前20多年，苏州人还

痛打过税棍。公元1601年，明神宗派税监孙隆到苏州征税，

孙隆跟地痞勾结，在苏州城各处设立关卡，凡是绸缎布匹进出

关卡，一律征收重税。织工葛贤率众打死打伤过平日煞是霸

道的税棍。

那么，唐祈先生为何要强调东南文化之勇猛这一方面？

我想，那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西北人中间，听到了太多周

围的人半带嘲讽地概括说苏州人的文弱。他受到了刺激，需

要为自己的祖籍文化进行辩护。

另外，因为唐祈先生长期生活在西北，所以养成了比较刚

毅的性格，自然也就更多地关注各种文化中刚毅的方面。所

以，他的强调不仅是辩护，也是发现，更是擂鼓助威，希望苏州

人更多更自觉地发挥自己文化传统中勇毅的一面。

1940年代《中国新诗》杂志在上海创刊，唐祈是该杂志的

编委。这是九叶诗派的主要阵地。1980年代，为了恢复当

年的荣耀，传承九叶的成就，他仅凭一己之力，多方筹措经

费，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使《中国新诗》在新的历史时期复刊，

其封面、装帧与旧版一样。这本杂志几乎全程都得唐祈先生

亲自参与，不知道凝结了他多少心血。后来，因为缺少经费，

出版了几期后，终究不得不停刊。也正因为短命，所以倍加

珍贵。

他跟我一见面，就给了我一册新出的《中国新诗》，浅蓝色

的书衣简朴素雅而内容丰富多彩。有他的老战友们的作品，

也有团结在他身边的当时甘肃省的青年诗作。

他曾经跟彭维金一起，牵头带着少数民族教师和学生，编

写了极具价值的《中华民族风俗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

年）。有一次我去他家，他刚拿到样书，就顺手给了我一本。

我感兴趣的是，或者说此书比较重视的，是对少数民族节庆文

化的概括和介绍，尤其是对那些节庆的历史渊源和传承叙述

得比较周详。比如，关于农历三月三这个中国最古老的情人

节，现在我们汉族文化中已经基本上没有了，但却在布依族、

苗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地区，依然保持这一节庆。

其实，我案头还有一部唐祈先生主编的书，那就是诗歌界

很多书架上都配备的《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里面收录了

当时和现在看来都非常先锋的作品，如大约16位1960年代

出生的诗人的作品，当时他们都不过20多岁，唐祈先生就把

他们的一些存在争议的诗作收到了这部颇具经典化意味的词

典里，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或者说气魄的。

这本书是我自己买的，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12月出

版的，那年年初唐祈先生就仙逝了。

我初次去唐祈先生家是1987年冬天，1988年去过多次，

而到了1989年，我的大部分时间不得不用来忙于别的事，主

要是各种各样的学习，况且，我从心态到行为都变得比较孤

僻，甚至连唐祈先生那儿都极少去。

1990年初，我偶尔从当地的一份报刊上看到唐祈先生溘

然长逝的消息，颇觉震惊。后来，我得知，他的死是抢救不力

尤其是庸医误诊的结果。唐祈先生已经走了；即使他在，我又

能为他做什么呢？作为诗歌的后进，我只有捧读他的诗篇，寄

托哀思。我曾找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唐祈诗选》，那也是

在他死后才面世的，恐怕印数很少，发行范围也不广，连一些

大型图书馆和他的同辈诗友那儿都没有；后来，还是他的女公

子来京时给我带来了一本。

在九叶诸家中，唐祈的身后是比较落寞的，到现在为止，

他去世已经25年，四分之一个世纪了，他自己的著作只出版

过薄薄的、寒酸的这本《唐祈诗选》，至今没有文集的编撰的消

息，更别说是纪念文集了。呜呼！

我俩都是东南西北人我俩都是东南西北人
————琐忆琐忆九叶九叶诗人唐祈先生诗人唐祈先生 □□北北 塔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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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诗人王辛笛

（1912—2004），其诗歌的现代性，一者得力于对

西方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及现代主义诗歌的借

鉴，一者发源于对中国古典诗词的传承和创造性

转化；前者学界多有论及，而后者鲜有涉及，因有

必要申而论之。在灿若星河的古典诗词名家中，

王辛笛特别喜爱李商隐、姜夔和龚自珍。本文结

合《王辛笛叶维廉对谈录》（未刊稿），并以李、姜、

龚为例，剖析王辛笛的新旧诗创作对古典诗词的

承传和创新以及其所展示的知识分子心灵世界。

一

王辛笛早期的新诗，其中虽已蕴含着某种新

变，但是其意象、用词、意境均未脱中国古典诗词

之藩篱。例如《怀思》：“一生能有多少/落日的光

景？/远天鸽的哨音/带来思念的话语；/瑟瑟的

芦花白了头，/又一年的将去。/城下路是寂寞

的，/猩红满树，/零落只合自知呢；/行人在秋风

中远了。”稍作改写——一生能对，落霞几许？高

天鸽哨，捎来相思语。瑟瑟芦花已白头，一年又

将去。寂寞城下路，猩红满树。零落无声合自

知，远人秋风逐。——即可视作一首词或小令。

或许这种明显脱胎于古典诗词的新诗创作泄露

出王辛笛对古典诗艺的学习还停留在表层的继

承；他对古典诗艺的创造性转化具体表现为意象

兼顾、转进一层、提炼白话和自由押韵，这种探索

对今日的新诗创作仍具有范本意义。

情与景的关系，或者说意与象的关系，用叶

维廉的说法，ideas（观念）与images（形象）的关

系，是新诗与旧诗都必须处理的最重要的一组关

系。王辛笛认为，在李商隐诗歌中，《无题·来是

空言去绝踪》和《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都是第

一句提出idea，后面七句呈现images；而《锦瑟》

则反过来，前面六句呈现images，后面两句表达

idea。联系王辛笛的新诗，可以看出他灵活处理

“意”、“象”的能力。试以《航》为例，开头三节呈

现“航”之“象”，最后一节“将生命的茫茫/脱卸于

茫茫的烟水”正是在抽象地表达“航”之“意”。再

如《秋天的下午》：“阳光如一幅幅裂帛/玻璃上映

着寒白远江/那纤纤的/昆虫的手 昆虫的脚/又

该粘起了多少寒冷/——年光之逝去”。叶维廉

认为此诗可以直追甚至超过谢朓的“余霞散成

绮，澄江静如练”和谢灵运的“空水共澄鲜”，但又

认为最后一句纯属多余。此诗若从前五句呈现

images，后一句表达idea来看，则最后一句正是

点题之语，删之不得。正如王辛笛的名作《再见，

蓝马店》的最后一句“‘再见’就是祝福的意思”，

表达全诗idea，起到“卒章显其志”的作用，岂可

删除？再如王辛笛写于 1980 年 1 月的《三姊

妹——生命、历史和希望》，结构上则是第一节和

最后一节都表达idea，而中间两节呈现images。

王辛笛特别属意李商隐的善于“转进一

层”——在常人觉得无诗意无境界之处，发现诗

意创造诗境。例如他指出《无题》中的“刘郎已恨

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写意》中的“三年已

制思乡泪，更入新年恐不禁”，《曲江》中的“天荒

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均能于山重水复

疑无路之处，开辟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境。王辛

笛的《老乐工》的末节说“那点点洒的/我不想是

我的泪！”其实正是“我”的泪点点飞洒！《赠别》末

尾说“坐着这个稀奇古怪会划水的东西走了/我

从今再不想叫它是‘船’”，因为它载走了友人，所

以明明是船，“我”却说它是“稀奇古怪会划水的

东西”。诗句看似无理，然而真情贯注，好诗正在

于“无理而有情”。再如上文提及的《再见，蓝马

店》结尾三行是“再见 平安地/再见 年青的客

人/‘再见’就是祝福的意思”，最后一行正是翻

进一层的写法，既出人意表，又入情入理。

新诗与旧诗形式有别，而在本质上都必须是

“诗”。新诗如何既保留白话的浅显易懂而又使

提炼后的白话达到简洁且有韵味的效果，这是新

诗创作者必须迈过的“坎”，否则即成为时下所称

的“口水体”新诗，了无余味。王辛笛认为，学习

李商隐的语言，就应该学习他的深入浅出，而不

是他的艰深晦涩。他特别喜爱李诗中“相见时难

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来是空言去绝踪，月

斜楼上五更钟”，“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

堂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这一类语浅意

深的句子；王辛笛和叶维廉更对《夜雨寄北》以白

话来造成回环跳跃的艺术效果称赏不已。“世人

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杜甫诗）。世人多指斥李

商隐诗歌用典繁密晦涩难解，王辛笛却推崇李商

隐诗歌平白如话深入浅出。王辛笛独具诗人之

慧眼，他发现了李商隐诗歌中的“白话”，并赋予

它为新诗语言作示范的功用。此外，他对于姜夔

词中白话的运用也别具只眼，例举其《长亭怨慢》

中的“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和《淡黄

柳》中的“怕梨花落尽成秋色。燕燕飞来，问春何

在，唯有池塘自碧”等词句，叹服其白描手法之高

妙和白话语言之优美。王辛笛诗中的名句，如

《冬夜》中“今夜的更声打着了多少行人”，《秋天

的下午》中“阳光如一幅幅裂帛”，《挽歌》中“智慧

是用水写成的”，《风景》中“列车压在中国的肋骨

上”，《香港小品》中“蚕在茧中找到了自己”，无一

不是语句简洁而又含义隽永。这些来自口语的

白话，其实经过多少的锤打提炼，才滤尽其浅白

轻易而变得意蕴丰厚。

押韵是诗区别于散文的一个重要外部特征，

新诗的押韵与否，也一直困扰着新诗创作者们。

虽然诗人们已达成共识，即诗的内在韵律比外在

韵脚更重要，并以节奏补救押韵；但是在具备内

在韵律的同时，兼有外在的押韵，会使一首诗更

加音韵流美。王辛笛不主张新诗的格律化，也不

建议新诗像旧诗那样刻板地两句一韵，而是提倡

新诗向词学习，间隔两三句才有韵，或者说“自由

押韵”。词不像诗那样语句整饬，词的别名就是

长短句，照叶维廉的说法，长短句的好处，就因为

其接近我们情绪的跳动。词人中王辛笛特别钟

情于姜夔，他说姜夔的缠绵反复和善于用韵给他

很大影响。姜夔词形象的细致、表达的婉约、用

韵的参差和情绪的节奏与词的节奏的活泼，使王

辛笛特别高看姜夔词。王辛笛也指出姜夔词前

的小序相当于散文诗，启发他想到诗的散文化或

散文的诗化，并进而想到诗的散文美。或许王辛

笛的名篇《蝴蝶、蜜蜂和常青树》，正是缠绵反复、

用韵自然和诗的散文美这三者的完美体现。

二

透过王辛笛的新旧体诗，我们不仅可以发现

他对于古典诗词艺术上的转化，还可以窥见他对

于中国传统诗人精神的传承。而中国传统诗人

精神即表现在诗人的独立意识，清高意识，自省

意识和批判意识。

王辛笛高度推崇李商隐的人格独立。李商

隐的同代人因为他既受到牛（僧孺）党令狐楚的

提携，却又娶了李（德裕）党王茂元的女儿为妻，

所以指斥他“放利偷合”，而李商隐独持己见，为

此两面受敌。陈寅恪写于1964年的《题小忽雷

传奇旧刊本》其二曰“唯有义山超党见，伤春诗句

最堪传”。王辛笛通过解读李商隐为牛党的刘贲

接二连三写悼诗，见出李商隐超越党见，于政治

夹缝中保持一份难得的独立。在肯定李商隐的

人格独立上，历史学家陈寅恪与诗人王辛笛不谋

而合，英雄所见略同。王辛笛写于1948年的《山

中所见——一棵树》应是抒发诗人“苏世独立，横

而不流”（屈原诗）的言志之作：“你锥形的影子遮

满了圆圆的井口/你独立，承受各方的风向/你在

宇宙的安置中生长/因了月光的点染，你最美也

不孤单//风霜锻炼你，雨露润泽你/季节交替着，

你一年就那么添了一轮/不管有意无情，你默默

无言/听夏蝉噪，秋虫鸣”。

屈原《渔父》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

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王逸

《楚辞章句》指出：“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

其文采。”屈原的志洁行廉，开启中国诗人追求

清洁高尚的伟大传统。王辛笛也非常认同李商

隐的清高意识。李商隐的《灯》中说：“皎洁终无

倦，煎熬亦自求。”他的《蝉》中说：“烦君最相警，

我亦举家清。”其高洁脱俗、煎熬自苦之心志表露

无遗。李商隐的清高，还表现在《漫成五章》其

三：“借问琴书终一世，何如旗盖仰三分？”中国

传统士人的社会价值观重在建功立业，而不是

当一个纯粹的诗人。李商隐当然渴望建立“旗

盖仰三分”的功业，可是他的本我原是“琴书终

一世”的诗人。他最终以他的诗歌赢得不朽，

“琴书一世”并不逊于“旗盖仰三分”。王辛笛

《哭（徐）伯郊内兄》说：“一生倜傥属名流，艺林

俊赏胜封侯。”虽针对亡故的内兄而言，诗人的

价值判断也是兼顾自己的。余英时寿洪业八十

诗说：“儒林别有衡才论，未必曹公胜马融。”旗

盖三分的曹操和经书千古的马融，究竟“千载谁

堪伯仲间”（陆游诗），似未下定论，而儒林衡才的

天平已然倾斜。

儒家传统非常注重自省，主张通过自我认知

来认识人生认识社会。小至个人修养如曾子之

“吾日三省吾身”，大到立身行事如“曾子之反身

循理”（朱熹语），强调的都是内省功夫。李商隐

《东还》曰：“自有仙才自不知，十年长梦采华芝。

秋风动地黄云暮，归去嵩阳寻旧师。”此诗透露出

李商隐作为不自觉的诗人和作为自觉的士人的

心理冲突。李商隐的“仙才”恰在于他是一个诗

人，十年间却不自知，而在科场中求取功名，长梦

醒来，当年“不自知”，如今已“自知”。自伤沦落

中复有自命不凡。李商隐的自省，是对自我的定

位，也是在内心深处树立一己价值判断的标准。

王辛笛的《识字以来》亦是对自己的反省之作。

无论中文外文，文学数学理化，“我”不断学习，然

而学得越多，“人生从此多恼”；最终“奋然跃入了

漩涡的激流/我知水性而不善游/勉力自持/只作

成人生圆圈里的一点/可还捉不住那时远时近/

崇高的中心”，在时代洪流中，捉不住那崇高的中

心，但必须勉力保持自己。这即是他《病中杂咏》

其四所言：“学道时还自故吾，矜持落寞笑遗珠。

挽将天上银河水，能涤书生积习无。”另一方面，

他对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又有清醒的认知。他

的《姿》批评年青的白花自我陶醉，“你还不懂只

有空气/没有土地是生活不下去的”，阐明精神的

美离不开物质的基础，知识分子必须落到现实

的土地上，才能生根存在。《夕语》感叹“知识的

悲哀”，感叹知识分子“说得太多，做的太少”；

《文明摇尽了烛光？》则是对“科技摧毁了自然”

的反思。再如龚自珍《己亥杂诗》其六十五曰：

“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诗渐凡庸

人可想，侧身天地我蹉跎。”王辛笛对此极有同

感，他曾改龚定庵此句为“人渐凡庸诗可想”，也

正是他对自我的审视和反省。他感慨人变得平

庸之后诗作也就平庸俗滥，唯有空耗光阴而已。

其《自况》尾联说：“才情准拟当年减，锦瑟无端顾

已迟。”

中国传统诗词所表达的批判性即怨刺美

学。孔子曰：“诗可以怨”，《诗经·魏风·葛屦》：

“维是褊心，是以为刺。”班固《汉书·礼乐志》说：

“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怨刺美学贯穿中国两

千多年诗歌史，并成为揭露黑暗批判现实的艺术

武器。上文已经提及，李商隐为刘贲叫屈，并把

批判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而李商隐的许多咏

史诗更是借古讽今，直接讽刺现实政治。龚自珍

的《己亥杂诗》其一百二十尤其引起王辛笛的共

鸣。诗中云：“香兰自判前因误，生不当门也被

锄。”王辛笛写于1972年的《自判》其四有云：“莫

言自判兰因误，生既当门理应锄。”龚自珍痛惜清

末统治者对士人的压制使王辛笛联想到反右“文

革”对知识分子的摧残，但以反讽来表达。王辛

笛写于1973年的《春日偶成》其三“不待人锄自

剪锄，毁容悔未识从初”，是“文革”中知识分子不

得不自我摧残自污其面的内心写照；他写于

1971年的哀悼岳父徐森玉的诗句“衰翁抱病获

丛残，批斗登台应诺难”，则是“文革”中知识分子

被批斗的实录。王辛笛对李商隐的《天涯》中“莺

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最为激赏，他自言在“文

革”期间所写的《春日偶成》其七中“搴帘望却新

来燕，都为栖巢最上枝”，就渊源于此。这两句诗

意在讥刺“文革”中的造反派们，打倒一批新来一

批，每一批新来者都想官做得越大越好，每每假

借革命的名义，不惜一切手段往最高枝上筑巢。

王辛笛另有一首直露的《逻辑——敬悼闻一多先

生》——“对有武器的人说/放下你的武器学做良

民/因为我要和平//对有思想的人说/丢掉你的思

想像倒垃圾/否则我有武器”——直接抨击“强权

即真理、武器出逻辑”的现象，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而不吟诗，不赋

诗，则何以言志、抒情、达意，诗意的栖居是最本

质的存在。诗是对抗帝国、强权和暴政的不二法

门，诗也是禁得起时间磨洗的惟一法宝。诗是最

强大的，但它不压迫任何人；也是最年轻的，但又

是最饱经沧桑的。如果没有诗，诗人如何超越苦

难超越困厄超越平庸？如果没有诗，人生将会更

加痛苦更加猥琐更加无聊。当辛笛被时代尘封

30年后复出，感慨“蚕在茧中找到了自己”，其莫

可名状的悲欣交集，令人不禁遐思：即便诗人注

定要被时代打败，被迫在时代面前丧失自我，而

诗，却注定会打败时代，让诗人在他人和自己的

诗中成全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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