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适的白话诗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来是一个颇受争

议的话题。自1920年3月《尝试集》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

新诗集出版之后，热情赞颂者有之，冷嘲热讽者亦有之。其实

早在1916年胡适起手作白话诗的时候，争议就如影随形了。

无论是梅光迪的“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还是任叔永的“足

下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是也”，批判和否定可谓无以

复加。不过，这些都未能阻止胡适白话诗创作的努力，于是有

了后来的《尝试集》《尝试后集》。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毁誉

交加的众声喧哗。

《尝试集》出版之后，步武任、梅，首先发难的是胡先骕。

在其《评〈尝试集〉》一文中，胡先骕不仅对《尝试集》诗体解放

的白话自由诗的形式痛加挞伐，对诗中蕴含的思想内涵也大

为光火：“至考其新诗之精神，则见胡君所顾影自许者，不过枯

燥无味之教训主义。以此观之，胡君之诗，即舍弃形式不论，

其精神亦仅尔尔”。至于其后的章士钊、胡怀琛诸人，其批判

之激烈、否定之彻底，不让胡先骕。

如果说五四时期对胡适的白话新诗持完全否定态度者，

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守旧文化势力对于新文学倡导者的有意压

制，而并非对胡适诗歌本身诗学意义上的批判的话，在新文学

的阵营里面，却也不乏批判的声音。钱玄同在给胡适的信中

即坦言胡适诗歌“犹未能脱尽文言窠臼”的弊端。朱湘则用

“内容粗浅，艺术幼稚”来概括《尝试集》。郑振铎认为“朱自清

的《踪迹》远远超过《尝试集》里任何最好的一首”。朱自清本

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也认为，胡适在极力摆脱

旧诗束缚，发掘新诗的语言时，“好容易造成自己的调子，变化

可太少”。胡适在《谈新诗》中倡导的“具体的做法”也不过是

比喻与说理，“缺少回味与余香”。就连胡适本人在回顾自己

的新诗创作时也毫不讳言：“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

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放脚的

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

血腥气。”

但人们毕竟没有忘记胡适的开一代诗风之功。康白情在

北社《新诗年选》中评价胡适道：“适之首揭文学革命的旗，登

高一呼，四方响应，其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是已定的了。”陈子

展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对胡适的成就如是总

结：“其实《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规范，不在与人

以陶醉于欣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尽管

你说他是微末之生存，而微末之生存不啻已死，但他对于文学

革命、诗体解放的提倡和他那种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先驱者

的精神，是不会在一时反对者的舌锋笔锋之下而死灭的。”

不难看出，此一时期对胡适诗歌的评价，肯定者多着眼于

其开风气之先的历史价值，反对者则多从其思想艺术上的不

足为突破口和切入点，彼此各执一词。客观地讲，中国上千年

的诗歌传统，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如果要改变的话，总是

需要一个契机、一个引路人。胡适及其新诗恰恰扮演了这一

角色。尽管如胡适所说，中国自古即有白话诗的传统，但真正

意义上的属于现代人的白话诗在胡适之前还不多见。其实胡

适本人对于新诗终将走向何方并没有太大的把握，他所倡导

的作诗不用典、不讲陈腐的套话，标点的使用乃至分行与断句

在国外久已出现。胡适在很大程度上是凭着直觉走了一条洋

为中用的老路。至于这种嫁接能否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

芽，他是不怎么确定的。所以，姑且不论胡适在诗歌的美学意

义上给后来者提供了多少借鉴，他至少为新诗的走向提供了

一种可能，而现代新诗的名家佳作恰恰证实了这种可能。因

此，胡适在新诗开拓上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容忽视的。同时，

这一时期对胡适新诗的批判和指责也掺杂了太多的非诗的因

素：新旧文化之争、不同诗学观念之争乃至阶级立场上的分

歧，结果不免因人废诗，或以成年人的矫健嘲笑儿童的蹒跚学

步。而真正以治诗的态度、以历史的眼光看待胡适诗歌的人

是凤毛麟角的。

其后的三四十年代，由于阶级意识的强化，新诗发展中的

困惑，乃至民族危机的来临，胡适诗歌在经历了不少的曲折与

起伏之后，终而至于湮没无闻。

50年代以后直至新时期，大陆对于胡适及其诗歌的评价，

由于对阶级意识的过分强调，动辄上纲上线，流于简单粗暴，

呈现出面目全非的惨淡景象，不足为训。倒是在台湾与海外

出现了一些较为公允的评价。余英时、周策纵、唐德刚等著名

五四与胡学专家对胡适进行了全面的客观的公正的评价，一

些见解至今仍是学界的共识。对于胡适诗歌的评价，周策纵

的《论胡适的诗》一文尤为客观。周策纵认为，胡适在作诗的

禀赋上有两大不足，一是他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二是他的个

性理性有余而热情不足。所以，胡适的诗“清新者有之，朦胧

耐人寻味者则无；轻巧者有之，深沉厚重者则无；智慧可喜者

有之，切肤动人挚情者则无”。撇开思想内容不论，单从诗的

形式、艺术风格和语言方面来看，周氏的看法是让人信服的。

新时期以来，学术环境趋于健康，出现了一批重新评价

《尝试集》的文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胡适诗歌评价的矫枉过

正进行了反拨，主张从实际出发、从历史出发，对胡适诗歌从

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做具体的深入的分析研究。

总的来看，胡适作为公认的诗界革命的领袖，同时脱胎于

旧的传统文化，其新诗理论与创作实践自然而然地折射出了

中国新诗从诞生到发展成熟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带有鲜明的

过渡时期的色彩，对此应当历史地看待。

胡适除了大力倡导以白话作诗之外，还积极探讨新诗体

式的多样性。在《尝试集》的第一编里，诗有五言、七言、杂言

多种，而以五言居多。每首诗行数不限，而长短均齐，尚保留

有传统诗歌的色彩。诗之外还有词，如《沁园春》《百字令》

等。第二编和第三编中，诗体更趋于多样和自由，最明显的是

诗多分成数节，每节行数不限，每句长短不同，甚至出现了一

首诗中旧诗的均齐与新诗的错落并存的现象，如《三溪路上大

雪里一个红叶》《晨星篇》等。这一方面固然开创了新的诗歌

体式，但读来除了视觉上的不匀称之外，也会造成音节上的参

差不齐，使得整首诗失去了和谐之美。另外，胡适对诗歌体式

的刻意营造有时会损伤到诗歌情感的表达。如《我们三个朋

友》，诗分为上下两章，每章两节，每节诗行相当，句式对称，排

列整齐，雕琢的痕迹非常明显，读起来节奏稍显明快，与诗的

开头渲染的凝重气氛不太相称。相比之下，倒是散行自由的

《许怡孙》中感情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也更加真挚感人。

胡适诗歌的另一大特点是长于说理，影响所至，在当时形

成了一种风气。这一方面是受外国诗歌的影响，同时也与胡

适倡导的诗的经验主义相关。从关注现实出发，胡适经常借

助诗歌来表达对社会现实的看法，或者由某种既成的观点出

发，敷衍成篇。结果导致主题先行，急于说理而忽视了诗意的

营造，如《礼》《死者》等。

另外，由于从旧的传统文化中走来，胡适身上带有浓重的

旧文人气息。表现在诗歌创作方面，首先是动辄以诗纪事，或

者把诗歌当作酬唱赠答的工具，前者使诗歌的产生流于随意，

后者则使诗歌呈现功利主义的特点，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诗歌

言情的本质。其次，胡适喜欢在诗歌的语言上大做文章，在对

诗句的着意设计中传达一种文人情调，有时使得诗歌的语言

呈现出一种缭绕的状态，如《看花》《他》《应该》等。诗句颇新

奇而表情达意不够直接。

胡适在新诗形式建设上明显表现为对传统的不自觉认

同。胡适常常到传统诗歌中寻找历史根据。他说：“白话入

诗，古人用之多矣”；“纵观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以为白话文

学种子已伏于唐人小诗短词。及宋而语录体大盛，诗词亦多

有用白话者”。他认为词有很多优点并对之大加赞扬，因此在

进行新诗语言建设时，他把重点放在音节和韵律上，这实际上

是对传统诗歌的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在语言

层次上模糊了新诗与传统诗词的界限。因此他的诗表面上接

近口语，读起来自然流畅，但实际上仍然受到一定格律的限

制，字数、句式、韵脚、平仄等都有限制，不可随意变更。

当然，《尝试集》中也不乏精彩之作。言近旨远者如《一

笑》《一颗星儿》；慷慨激昂者如《你莫忘记》《四烈士冢上的没

字碑歌》；清新自然者如《湖上》《鸽子》；真挚感人者如《十二月

一日奔丧到家》《许怡孙》等。兹不赘。

尝试之初尝试之初：：胡适与中国现代诗的发端胡适与中国现代诗的发端
□□张俊平张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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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已是新诗百年，学界的研究和总结、诗

人的纪念与展望，如今都现出一派热闹非凡的势

头。现代诗歌的传播问题、技术问题、与当下生

活的呼应问题、对现代人内心世界的表现问

题……今天我们的讨论与反思大抵不离此道，其

实一直没有离开新诗（或者说现代汉语诗歌）在

草创时期便直接面对的几个难题。这倒不是说

我们的诗歌百年以来不曾进步，只因这些本就是

横亘在语言与存在之间的最顽固的堡垒，跨过一

座还有一座，只要诗人没有死光，这场战争就不

会停止，生生世世无穷尽也。相较于各种诗歌论

题的热烈讨论，站在百年之路起点，曾经打响过

现代汉语诗歌“第一枪”、开启了这些议题的胡

适，倒是显得有点寂寞。

以纯粹诗歌的标准看来，胡适的《尝试集》也

许算不上一部很出色的诗集，但它的丰富——或

者说驳杂——令人印象深刻。我们不妨将其看

作是新诗“拓荒期”的活化石：这本诗集在自己身

上汇聚了太多相互矛盾的东西，它使我们看到诗

歌作为语言表达的极致形式，是怎样痛苦、犹疑

地启动了自身的艰难转型。当然，所谓“犹疑”并

非体现在诗人本身，胡适本人在观念上并无太多

犹疑可言，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他开篇便提出了

文学改良“八事”，诸如“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

人”、“务去滥调套语”、“不避俗字俗语”云云，真

正的犹疑出现在实际的诗歌操作层面。《尝试集》

作品在风格构成上的参差不齐，便是这痛苦犹疑

的直观表征。首先，胡适最初的许多篇目，其实

应算作打油诗，典型的如《蝴蝶》《病中得冬秀

书》，以及“做得一首好诗成/抵得吃人参半磅”之

类的句子。打油诗在形式上是对诗歌正典的降

格戏仿，在意义层面则有对正统价值消解甚至调

侃的作用。胡适写出这类“油光满面”的诗来，未

尝不是对旧体诗强大表达惯性的一种反叛，只是

在形式上，打油诗依旧无法完全冲破旧体诗歌的

限度——毕竟“降格”并非“出格”、“戏仿”也终究

是“仿”，胡适在这类作品中常常保留了诗句在形

式上的整饬外观，并依然在有意无意地追求押韵

（诗人在《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一首中，甚至专

门加注释来解释某字由于特殊的发音情况可与

其他字词互韵），在根本上并未全获自由。更重

要的是，这种儿歌小调式的文本可容纳的内容有

限，每当作者真正试图表达些什么的时候，打油

诗式的解构和调侃就不够用了。因此《尝试集》

里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旧体诗词。这些作品大多

与赠友、抒怀有关，其中相当一部分被附在《去国

集》里，成为了《尝试集》后的附录——我们不妨

揣度，或许恰是在这类作品中，才寄寓有胡适先

生更真切的感情，否则这些并不怎么“改良”、“革

命”的作品，本无必要附在一本新诗的后面。打

油诗一不留神就要触犯“言之有物”的律条，真正

有话想讲的时候又难以摆脱旧诗词的捆缚，于是

《尝试集》里又出现了另一种奇怪的文本：译诗。

神奇之处在于，这类突兀的译诗，却常能激发出

特殊的效果。胡适以离骚体重新翻译了拜伦的

《哀希腊歌》，虽收在所谓“死文学”的《去国集》里

面，却可谓是气血充沛；《老洛伯》和《关不住了！》

更是在译诗之中难得地找对了白话诗歌的语言

质感。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自言，他最

初做的诗歌，“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

但《老洛伯》“要算是例外的了”。至于《关不住

了！》，甚至被胡适称为“是我‘新诗’成立的纪

元”。

胡适在初版自序里把《尝试集》比作一次实

验，“无论试验的成绩如何……至少有一件事可

以贡献给大家的……就是这本诗所代表的‘实验

的精神’”。他还一再强调，自己早期的许多作

品，“实在不过是一些洗刷过的旧诗”。今天看

来，“实验的精神”自不必多言，另一可贵之处在

于，这本诗集还忠实地记录了“实验的过程”，并

琥珀般地保留下所谓“洗刷”的痕迹。那些打油

诗风味的作品是以意义的暂时搁置为代价，全力

探索语言表达的新可能；旧体诗词在相对舒适的

传统格局中，骚动着现代人的情感因子；译诗则

借助已有的诗歌内容跳脱出传统文化语境的强

大惯性，最终在跨语种转换的运作过程里，活动

开了自己的诗歌筋骨。在多种形式的尝试之外，

我们至今还能在《尝试集》的早期作品中看到作

者为冲破旧式表达所做的“自残”式的挣扎：他常

常在语言中加入突兀的杂质（例如将英语“野餐”

直接音译成“辟克匿克”插进诗句），或为了抵抗

那种滑向对仗的冲动而刻意掰碎、打乱句子的结

构；它告诉我们，想在千百年强劲有力的语言惯

性之外开辟出一种新的诗歌表达方式，是多么困

难。以牺牲诗歌完成度、流畅感甚至表意能力为

代价，胡适那奇形怪状、满身棱角的诗篇终于从

旧体诗词的围墙内撞出了一个缺口。尽管样子

不大好看，但毕竟是出来了——其后的《乐观》

《一笑》等诗，也终于多了几分自然、轻快的味道。

在“精神”与“过程”之外，更重要的是实验的

“成果”。胡适找到了合适于现代汉语诗歌的语

言方式和表现对象，并且通过《尝试集》，他初步

辟开了现代汉语诗歌未来两种最重要的情感模

式，或曰两条最常见的创作路向：“愤怒”以及“无

聊”。

先说“愤怒”。《尝试集》里写得较好的一部

分，常常与压抑不住的怒火有关，这种怒火又常

能与现实政治的诸多事件联系在一起。《“威权”》

在题记里写道：“八年六月十一夜。是夜陈独秀

在北京被捕；半夜后，某报馆电话来，说日本东京

有大罢工举动。”《乐观》一首与《每周评论》被封

禁有关，《一颗遭劫的星》又关乎《国民公报》主笔

被监禁。在这类诗作中，那种与旧体诗词腔调贴

身肉搏的纠结感不见了，胡适的诗句忽然变得有

力、自信起来，学会了借助形象表达诗意，甚至还

带上了几分叙事的色彩。“愤怒之诗”成为了白话

新诗写作的突破口，一方面是由于这类充满现代

意识与革命气息的经验在古典诗词中几无先例，

另一方面，也同强烈情感赋予写作者的巨大的情

感加速度有关。强烈的表达冲动使语言变成了

出膛的子弹，吟花弄月的惯常语调显然已无法容

纳，因此诗歌的呈现便是“情动于中而行于言”，

乃至嗟叹咏歌不足，终于“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这种身体化的表达，在呼应诗歌起源的

同时，也正是现代诗歌的语言方式；它强调呼吸

的节奏和诉说的语调，来自于被环境抛出体外、

独立自足的不规则个体，不再为天人合一式的平

仄循环所包裹。对现实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

活）的介入，在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历史上似乎是

一个持续高涨的兴奋点；左翼诗歌、抗战诗歌、新

时期之初北岛的诸多名作、甚至当下甚是红火的

“底层诗歌”，都或明或暗地秉承有“愤怒”一系的

激情。它代表了现代诗歌公共性的一面，这是白

话诗歌运动的本意之一。虽然今天我们对诗歌

的这种公共介入色彩抱有警惕，但不得不承认的

一点是，每当诗歌语言的方式方法在变革甚至断

裂的渴望中躁动不安（如朦胧诗之于宏大话语、

“底层诗歌”之于繁复修辞及欧化语言），最切近

的爆发点往往在这种愤怒。

相对于外在激情主导的“愤怒”之诗，我有时

更喜欢胡适那些自在、松弛、个人化的作品。我

将这类诗歌称为“无聊之诗”，《尝试集》中韵味最

悠长的诗作，往往属于这一部分。所谓“无聊”，

并非是日常所用的那种贬义，而是从其字面的构

成拆解引申开去：无事可聊，也无人可聊。无事

可聊，便不说那些陈词滥调、老生常谈，转而去表

达一点可有可无、却微妙隽永的事与物；无人可

聊，便只与自己聊，向内发掘得深一点，会有更多

奇妙的东西。《湖上》一首的发源本是与友同游玄

武湖，“主人王伯秋要我作诗，我竟作不出诗来，

只好写一时所见，作了这首小诗”。倘若胡适真

的像模像样作出一首，难免会作出些“阑干拍

遍”、“泪湿青衫”之类漂亮而空洞的酬唱之作，倒

是那空中水里萤火擦船而过的“一时所见”，带着

几分内心私密的温度，简单却不失动人。这些作

品里有一种心灵的放松、语言的放松，这种放松

的风度里往往掺杂有一点小小的暧昧，其中寄寓

着现代诗歌的语言魅力，乃至现代人的心灵秘

密。其实胡适在多数时间里是不够放松的，压迫

着他的不仅是社会生活的愤怒，更是他过分强大

的理性、以及对诗歌社会效用的过度追求。唐德

刚先生的论断我甚为认同：“他（胡适）立志要写

‘明白清楚的诗’，这走入了诗的魔道，可能和那

些写极端不能懂的诗之作者同样妨碍了好诗的

发展……优秀诗人必能使这浅近明白的语言变

成‘诗的语言’，含有无限别的意义，才能得好

诗。”诗歌中“别的意义”，正如同无聊中人一次恍

惚的走神，或许在一念之间，恰好就接上了诗的

元神；所谓“无聊之聊”，正是要言说那难以言说

之物，跨过日常经验甚至语言自身的束缚，直接

面对存在。这类作品诸如《一笑》，在胡适的笔下

并不多见，甚至还可能偏离了他的本意；然而恰

恰是这些内倾、个人化、细微而多义的笔触，暗示

了现代汉语诗歌未来更宽广的发展道路，也更容

易被不同历史语境中的读者记住：

十几年前/一个人对我笑了一笑/我当时不

懂得什么/只觉得他笑得很好//……//欢喜也

罢，伤心也罢/其实只是那一笑/我也许不会再见

那笑的人/但我很感谢他笑的真好

诗人胡适的诗人胡适的““愤怒愤怒””与与““无聊无聊””
□□李李 壮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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