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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从死去的土地里/培育出丁香，把记忆和欲望/混合在一起，用春雨/搅动迟

钝的根蒂。”[1]自1922年艾略特的《荒原》刊行以来，“荒原”这个意象就反复出现在现代诗歌的世界里，

并飘扬过海，在东方的土地扎根。新月派诗人在20世纪30年代对此诗进行了翻译并引进，由此在中

文诗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2]。何以如此？因为中国一样面临《荒原》中所显露出的现代世界、工业世界

的某些重要特质。“艾略特对人类、社会、宇宙的深刻认识引起东方诗心的共鸣。”[3]当然，在此之前或之

后，“荒原”并不因这首诗显现或湮没。《荒原》并非孤峰，只不过好像诸多河流汇集于此，形成漩涡，成

了后世对此言说绕不过的关口。更为重要的是，东西方国家有别，中文诗歌世界对这一母题的接纳与

创作饱含自己的特色，需要更为详尽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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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荒原意识诞生于现代社会，于中国而言是舶来品。它是特定时间观和破碎空间观统摄下的

静寂，是诗人对现代社会人的异化的叛逆精神的体现。荒原意识是现代诗歌的母题之一。以中国现代诗而

论，需分外注意废墟感与荒原意识的异同。自从20世纪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诗歌以来，荒原意识在中国台湾

地区现代主义诗歌中，在 20世纪七十年代后大陆的现代主义诗群中得以传承。两岸的侧重点又有区别。

荒原意识的走向有三种：回到历史意识、走入宗教以及语言游戏。这三种走向仅仅是作为诗学的意义而存

在，并非是现实生活的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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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国家青年课题“语文传统观念的现代性阐释与创造”（CAA140116）阶

段性成果。

[1]〔英〕艾略特：《荒原：艾略特文集·诗歌》，汤永宽、裘小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页。

[2][3]张新：《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6页，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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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荒原意识及其成因

何谓“荒原意识”？有学者以为，荒原意识是指诗人对现代社会进行整体性的思考与判断[1]。也有

学者认为，荒原意识多指涉情欲与死亡这样的现代文学母题[2]。孙玉石则直截了当指出，荒原意识，是

在艾略特《荒原》的影响下，在一部分现代派诗人中产生的对整体人类悲剧命运的现代性观照，和对于

充满极荒谬与黑暗的现实社会的批判意识[3]。确实，艾略特的《荒原》使得荒原意识正式确立，这首长

诗，“实现了荒原意象由自然荒原向精神荒原的转变……以繁殖神与寻找圣杯的意象为基础，以当时

伦敦形形色色的人与景的意象交织其间，构成了以‘荒原’为中心意象的意象体系，在这个意象体系

中，破败、混乱、哀枯、倾塌的荒原意象在诗行中反复出现，使整个作品浸润着无所不在的‘荒原意

识’。”[4]不限于此诗，荒原意识是现代社会中人类的主要精神特征之一，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病”[5]。不

限于诗歌，在诸多文学作品中都饱含着荒原意识，譬如鲁迅的许多作品都有明显的“荒原感”[6]。

本文认为，荒原意识，必先基于“现代社会是荒原”这样一个基本判断，是由此产生的人生体验、对

现代社会的批判意识与精神观照。拥有这样的意识会促生出种种诗学努力。这种努力不限于对整体

人类命运的担忧与观照，也包含了民族的、文化的、个体命运的种种。对诗人而言，或在诗行中自觉地

运用荒原的诸种意象，或直接对荒原本身进行描述，以达到对社会、世界的描述，乃至想象中的改造。

于汉诗而言，荒原意象必然对艾略特的荒原意象进行“中国化”，如古城、古镇、荒街、古都、废园[7]；对诗

歌作品来说，营建的诗境是荒原，其展现的种种特性可以称之为“荒原性”。

由此可见，首先，荒原意识与现代社会息息相关。20世纪30年代诗坛出现过一股“荒原冲击波”[8]，

并对后期新月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荒原意象给都市生活的描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景观，被朱湘、孙

大雨等人所借鉴[9]。1936年，赵罗蕤注译的《荒原》由上海新诗社出版，邢光祖在《荒原》书评中写道：

“我相信谁也不会否认：凡是艾略特所写的一切，不论是诗，还是文评，都是值得仔细推敲和体会的。

在诗中，他奠定了一种新的作风，在他自我的抒写里隐含着整个时代的反映，例如他的《荒原》（The
Waste Land）可以说是廿世纪人们心理的epic。”[10]

其次，荒原意识是个人对社会存在基础的怀疑乃至绝望。只有如此，“世界是荒原”这一命题才可

能成立。此心理特别容易发生在“道术为天下裂”的时代，“自我——世界”连续性的链条断裂，反求诸

己，内视亦是一片荒凉：“我是否真的存在？”“世界是否真的存在？”“我从何处来，将去何处？”无不逼迫

荒原意识的诞生。可以说，“荒原冲击波”之所以能够实现，源于心理攸同。无论多么不愿意，现代社

会终究是到来了，并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冲击。对之进行诗学反映，做出应激反应——荒原意识，这无

疑是现代性的一种。哈贝马斯和西方的一些学者指出西方存在两种现代性[11]：一是资本主义社会的

现代性，生活中所享有的科技便利、物质昌盛皆拜其所赐，并包括对进步、理性的崇拜等西方文明的核

[1][9]黄昌勇：《新月派诗论》，〔北京〕《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

[2]胡希东：《新感觉派荒原意识初论》，〔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3]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4]张岩：《荒原意象与西方文学的精神流变观》，〔上海〕《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5]曹谦：《从〈纽约客〉看白先勇思想意识中的现代主义特征》，〔合肥〕《江淮论坛》2005年第1期。

[6]田建民、刘毅卓：《〈过客〉的“荒原感”解读》，〔北京〕《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3年第11期。

[7]董洪川：《“荒原”之风：T.S.艾略特在中国》，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197页。

[8]张松建：《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10]参见《西洋文学》1940年第4期。

[11]转引自高名潞：《西方艺术史观念：再现与艺术史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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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观念与价值观；另一种现代性是美学的现代性，涉及到对人性异化的体验，对现代社会碎片感的体

悟与痛感。毫无疑问，荒原意识中的现代性是第二种现代性。

另外，荒原意识得以流行还在于新的诗学主张的流行，其背后的语词自身的逻辑。赵罗蕤阐述

自己翻译《荒原》的原因，不仅在于此诗的节律、风格、内容和别人不同，更在于她强烈感受到新诗过

去的境遇和将来的期盼：“正如一个垂危的病夫在懊丧、懈怠、皮骨黄瘦、色情秽念趋于灭亡之时，看

见一个健壮英明而坚实的青年一样。这个青年的性情如何，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但是我感到新

生的蓬勃，意念意象意境的恳切，透彻和热烈，都是大的兴奋。”[1]由此可见，新诗学的诞生与蓬勃建

立在过去社会的崩塌之上。这种心理蕴含了两个假设：其一，“新”的就是“好”的；其二，“一个新”必

然会带来“样样新”，新的诗学必然会带来崭新的社会，至少是其预兆。

新诗的诞生处于“白话文运动”的大潮中，因此，在用语言策略来解释荒原意识之余，更应该回到

生活本身。一方面，新旧生活的断裂需要新的语言内容与形式，旧体诗已经无法担当这一责任。在当

时，求新、求异是压倒一切的。另一方面，至关重要的是，中国现代诗，特别是现代派诗歌自诞生之初

就和“国耻家仇”联系在一起，现代化生活充满了最极端的情境——战争笼罩在诗人身心之上。强烈

的历史感、民族意识是其坚实的诗歌底座。

二、“荒原”的表征与流变

荒原意识是对现代社会的极致反映。人在现代社会中，会明显感受到疏离、孤独、寂寞、绝望等种

种负面情绪。推到极致，是孤岛意识——“他人即地狱”。所有的外界之物，都难以成为可依靠的东

西。在中国现代诗中第一次对其有集中体现的是20世纪40年代，以穆旦、路易士（纪弦）、冯至等人为

代表的现代主义诗作。这一早期现代派诗歌写作，后又被“追认”为“九叶诗派”[2]。当然，并不是说在

此之前中国诗人无荒原意识。上文所及，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新月派深受《荒原》影响；更早，以李

金发为首的中国早期象征主义诗人中间或出现荒原意象。但是综合来看，不论从诗歌意象，还是从语

言策略上来说，“九叶诗派”无疑是运用荒原意识较为成熟的诗群。

从空间的角度，城市空间是零碎的，主体被切割成无数个零碎的自我。这在叙事策略上体现为大

量出现主语宾语的倒装、主语的不明示、主体在诗行中的飘忽、场景的遽然变幻与拼接。早期中国现

代派诗人借鉴了这样的语言方法，穆旦的《五月》深受《荒原》启发，运用了不同文体的拼接和对照[3]。

在如此碎片化的空间、时间中，虽然有大量的生命表征，但难以感受到完整的生命力，人的完整性消失

了，荒原充斥着孤独与寂寥。

从时间的角度，完整性消失同样意味着历史感的消失。遑论过去与未来，永恒的是静寂的现在。

它可能来源于旧有历史与新历史的断裂。笼罩荒原的时间是即刻的，过去不可靠，未来不可期。“空

间——时间”两个维度是相辅相成的，而时间、空间的崩塌必然是同时发生的。这在艾略特本人的诗

歌中就能体现：“那本来会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都指向一个终点，终结永远是现在。”[4]

所以，静寂，空洞的寂静（blank silences）是之前分析破碎的“时间——空间”中荒原的基本表征[5]。

[1]转引自张松建：《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2]穆旦等：《九叶派诗精编》，邹建军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3]王家新：《为凤凰找寻栖所——现代诗歌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

[4]〔英〕艾略特：《四个四重奏：艾略特诗选》，裘小龙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页。

[5]寂静、空虚、虚无等词不足以表达荒原世界的表象和感觉。英文中有“空洞的寂静（blank silences)”，甚为贴合。

在此使用“静寂”一词，以和“寂静”区分，以“寂”结尾，不留余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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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一般的静寂在《荒原》中开宗明义地展现并反复：“在死去的土地里”“大海荒芜而空寂”“虚幻的城

市”……[1]静寂藏于碎片化的喧嚣之后。既是客观诗境的呈现，也饱含诗人主体的体验，并趋于永久的

沉默。它越来越成为文学的一种态度。“不论沉默的原因是什么，也不论它采用什么样的形式，它已经

成了文学的一种态度，也成了这个时代的一个事实。”[2]静寂与沉默是现代人生存的基本状态之一，是

孤零零的存在的见证，因而也是最深层次的存在问题，代表了无穷无尽的空虚（the emptiness of the
sky）[3]。静寂，也意味着“无家可归”，因其发生在“空间——时间”同时碎片化的当下，这既是“居所”的

丧失，也是历史感消散后心灵的无可依靠。

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静寂和古代汉诗中的寂静是不同的。奚密在评论废名的一首诗歌时说，

“寂寞在传统意义上是诗人寻求知音而不得的结果。然而，就废名而言，寂寞源自他在现代物质条件

下深陷于某种矛盾而感到的困惑，这种矛盾在于，外部世界的挤迫和喧嚣灌注于他的只是深深的孤独

和无助而已。古典诗人之寂寞背后的宁静和自在，在这首现代诗中是看不到的。”[4]在大时代面前，难

以获得自我认同的诗人，则如穆旦的这首诗中描述的那般凄惶：

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

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从静止的梦离开了群体，

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

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5]

荒原意象，一再地在穆旦诗中出现，如《在旷野上》《哀悼》《春》《荒村》《沉没》等等[6]。诗人展现了

都市、现代生活、战争给人带来的心灵和肉体的磨难，没有什么是可以依靠的。

值得注意的是，静寂不是一开始就达到的，而是以一系列反面的情绪铺陈而至。它经由反自身到

达自身。《荒原》中有：“在山岭里甚至没有寂静/但听得无雨的干雷徒然地轰鸣/山岭里甚至没有远离人

寰的幽寂/只有那发红的愠怒的脸庞/从一间间泥土剥落的茅屋门口向你咆哮和嘲笑。”这是荒原中涌

现的景况，是达到静寂的必由之路。这种挣扎，在现代派诗人的笔下比比皆是。

所以，在静寂这个显著的表面特征后，是诗人叛逆的表现。走向荒原的道路首先是诗人自我选择

的流亡之路，如“我已经疲倦了，我要去寻找异方的梦。”“我从我心的旷野里呼喊，为了我窥见的美丽

的真理，而不幸，彷徨的日子将不再有了，当我缢死我的错误的童年。”然而，“现实的洪流冲毁了桥梁，

他躲在真空里。”[7]叛逆，只有在对美好之物的反叛后才愈加充满诗歌的力度。所以，艾略特的荒原开

头是春天之四月，并且呈现出美与丑、生与死的强烈碰撞，死亡是静寂最终的表达。这一诗学策略也

被中国诗人反复效仿。

早期现代派诗人所萦绕于怀的荒原意识，随着一批诗人的离开，在台湾地区星火相传。创世纪、

[1]〔英〕艾略特：《荒原：艾略特文集·诗歌》，汤永宽、裘小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79-83页。

[2]〔美〕伊哈布·哈桑：《后现代转向》，刘象愚译，上海人民出版2015年版，第69页。

[3]〔美〕玛克辛·格林：《释放想象：教育、艺术与社会变革》，郭芳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页。

[4]〔美〕奚密：《现代汉诗：1917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奚密、宋炳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页。

[5]张松建：《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9页。

[6]穆旦：《穆旦诗精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8、31、41、143、200页。

[7]穆旦等：《九叶派诗精编》，邹建军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34-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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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蓝星诗社的诗人都是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点火人[1]。这在痖弦、洛夫、商禽等诗人的诗歌中有

所显现。商禽的《锁》让人想起《荒原》中描写钥匙在门锁中转动的情形。又比如痖弦的名诗《深渊》：

冷血的太阳不时发着颤，

在两个夜夹着的

苍白的深渊之间。

……

在三月我听到樱桃的吆喝。

很多舌头，摇出了春天的堕落。而青蝇在啃她的脸，

旗袍叉从某种小腿间摆荡；且渴望人去读她，

去进入她体内工作。而除了死与这个，

没有什么是一定的。生存是风，生存是打谷场

的声音，

生存是，向她们——爱被人膈肢的——

倒出整个夏季的欲望。[2]

太阳、三月、春天、樱桃、女人、夏季，这些都是正面、希望，乃至丰饶的形象，而诗人偏偏要用其来

反衬冷血、苍白、深渊、堕落、青蝇、打谷场、欲望，这也是《荒原》中常见的笔法。有学者指出，痖弦的

“深渊”，不仅实指胯腿间所构围成的世界，也暗示西方的文明、高度发展的科技，导致了沉沦与道德崩

离、物欲占据，更寓意人类在物质生活不断提升下，信仰的阙如与不见光明的景况[3]。可见，这首诗是

“荒原意识”的集中体现。

在洛夫的晚年长诗《漂木》中，更是直接提出了历史时间的虚无：

我一气之下把时钟拆成一堆零件

血肉模糊，一股时间的腥味

嘘！你可曾听到

皮肤底下仍响着零星的滴答

于是我再狠狠踩上几脚

不动了，好像真的死了

一只苍鹰在上空盘旋

而时间俯身向我

且躲进我的骨头里继续滴答，滴答......[4]
需要注意的是，荒原意识在台湾诗人的笔下是一种集体的“孤岛意识”，特别是一批出生军旅的诗

人，如洛夫、痖弦、商禽、周梦蝶等人，它们营造的空间图景有浓烈的荒原意象。譬如洛夫的《石室之死

亡》体现一种地窖式升降，痖弦诗中大量出现的死亡航行，商禽的囚禁空间意识[5]等等。他们从艾略特

的《荒原》处继承的更多是其智性的表达，是观念先行。

[1]张松建：《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2]痖弦：《痖弦诗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3页。

[3][5]刘志宏：《诗役：一九五零、六零年代台湾军旅诗歌空间书写》，〔台北〕秀威经典 2017年版，第 84页，第 66、83
页。

[4]洛夫：《漂木》，〔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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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先行不仅体现在创作之前自身对荒原意识等现代精神的体认，更体现在创作时自觉运用一

些诗学策略来体现人与环境的疏离、自我的碎片化与孤独。比如上文所举《漂木》之例中蒙太奇手法

的运用。又比如在《深渊》中大量出现的主语、宾语的倒装：“冷血的太阳不时发着颤，/在两个夜夹着

的/苍白的深渊之间”，采用现在的语言形式，凸显主体的荒谬性。

不能忽略这一时期台湾诗人在诗学策略上的努力和四十年代大陆现代诗人的同源性，且都在汉

诗写作的探索过程中拓展了汉语言新的可能。洛夫曾说：“我也像其他现代诗人一样，早年由于不满

‘五四’以来白话诗语言的粗糙和散漫，以及那种有闻必录，有感必发的表现方法，曾经一度效法唐僧

玄奘，求经于异域，希望从西方文学中吸收营养。”[1]也就是说，当年的早期现代派诗群的创作，除了内

容上对荒原意识的认同，在语言形式上，也是一种自觉的尝试。

有学者论断，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现代诗之间，同质性高于异质性[2]。荒原意识在一段时间的消失

后，于20世纪70年代初又随着现代主义诗歌社群，如白洋淀诗群的出现而再次浮现。其中最显而易

见的是根子（岳重）的《三月与末日》。

三月是末日。

……

我是人，没有翅膀，却

使春天第一次失败了。因为

这大地的婚宴，这一年一度的灾难

肯定地，会酷似过去的十九次

伴随着春天这娼妓的经期，它

将会在，二月以后

将在三月到来 。[3]

这首诗通过对美好事物摧毁的诗学策略，几乎涵盖了荒原的所有情绪：绝对的孤独、孤绝的反抗

等。“礁石阴沉地裸露着，不见了/枯黄的透明的光泽，今天/暗褐色的心，像一块加热又冷却过/十九次

的钢，安详、沉重/永远不再闪烁”[4]，这些语词比比皆是。这是一种近乎于病态的呐喊。它首先是心理

层面的大宣泄，而非一种荒原意识的先行，是生生的“造境”，也是生疼。这样的诗境也在后来者的诗

歌中反复出现，譬如海子的那首《春天，十个海子》：“在春天，野蛮而复仇的海子/就剩这一个，最后一

个/这是黑夜的儿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5]

三、荒原意识诗歌的诗境走向

荒原意识的出现是对现代社会的反叛，它在诗歌中营造出一种支离破碎的诗境。纯粹的荒原意

识意味着绝对的时间观和全然碎片化的空间观。诗人无法将这个绝对意识在诗境中显现，借用张枣

在《卡夫卡致菲丽斯》中所言，“像光明稀释于光的本身，/那个它，以神的身份显现，/已经太薄弱，太苦，

太局限。/它是神：怎样的一个过程！”[6]它必须得到纾解！另外，从诗人与读者的心境而言，荒原意识

也需要寻求出口，诗人也必须回答“向何处去”的问题。荒原意识本身是现代社会“病态”的体现，它抛

[1]洛夫：《镜中之象的背后——〈洛夫诗歌全集〉自序》，〔台北〕《创世纪》2008年第156期。

[2]〔美〕奚密：《现代汉诗：1917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奚密、宋炳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页。

[3][4]根子：《根子诗二首》，〔北京〕《诗探索》2008年第2期。

[5]海子：《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540页。

[6]张枣：《春秋来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52页。

221



浅论中国现代诗的荒原意识

2018/5 江苏社会科学· ·

出了问题，却没有给出答案。对于现代人来说，心理崩塌之后必须重新树立标杆，不能止于批判。其

实，诗人在诗境的营造中，或多或少已经显现了可能的路向。需要注意的是，一首诗中可能提供多种

路向，诗人可以在诸多方向上寻求突围。本文以为，“荒原”诗的诗境大致有三种走向：宗教、历史与语

言游戏。

第一、走向宗教的诗境。这恰是艾略特的《荒原》一诗的走向。从一个宏大叙事的破灭走向另一

个宏大叙事的开始，充满了启示录精神与野心。他试图用宗教精神超越荒原意识，荒原人得以救赎，

荒原得以复苏[1]。《荒原》也因此可以称为“史诗”。

在艾略特的《荒原》中，诗人则以先知的形象示人，“我，铁瑞西斯，有着皱纹密布的乳房的老人/看
到了这一幕，预言了其余的……”这是荒原意识留给诗人的诱惑。其端倪，在痖弦的《深渊》中亦可看

到：“那一夜壁上的玛丽亚像剩下一个空框，她逃走，/找忘川的水去洗涤她听到的羞辱。”[2]

自“荒原”走入宗教，不限于西方。得其道者如周梦蝶。这世界可以是美的：“这里的气候粘在冬

天与春天的接口处/这里的雪是温柔如天鹅绒的/这里没有嬲骚的市声/只有时间嚼着时间反刍的微

响。”“这里白昼幽阒窈窕如夜/夜比白昼更绮丽、丰实光灿/而这里的寒冷如酒、封藏着诗和美。”“过去

伫足不去，未来不来/我是“现在”的臣仆，也是帝皇。”[3]然而，走入宗教这一路向，在缺乏宗教氛围的传

统与现实中，全凭个人悟性与造化，几乎是不可模仿的。

第二、走向史的诗境。凭借深厚的传统历史意识，融合个人史、生活史与历史，走出荒原。荒原意

象的种种无不显示了个人、历史、居所的破碎，乃至虚无。但人能够意识到现代社会种种对人的异化，

说明自我并没有被消弭，恰恰相反，是自我意识的最大觉醒。中国现代诗人在荒原意识中充满了民族

性的忧患和废墟意识，与其说是“传统——现代”之争，不如说是现代性不同维度之间的交融[4]。只有

觉醒的个人才能内化如此庞大的历史感：

野草和庄稼让出了一块空地

先挖出城墙和鼎，然后挖出

腐烂的朝廷……我第一次看见甲骨文

就像看见我死去多年的父亲

在墓室中，笨拙地往自己的骨头上刻字

密密麻麻，笔笔天机

——谁都知道，那是他在给人间写信[5]

雷平阳的这首《清明节，在殷墟》是个人史和历史的废墟感妥帖的糅合，荒原意象被一个个挖出并

得以消解。当然，还可以陷入类似于“哲思”的“沉思”状态中，“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化身为一望无

际的远景，/化成面前的广漠的平原，/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6]如果比读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就

能发现这种“登高怀古“主题的转向：自我内化了历史。

第三，走向语言游戏的诗境。葛拉夫大略整理出六十年代后现代主义的两种相反的现象。一是

[1]熊海英：《〈荒原〉中荒原意识的构筑与演绎》，〔岳阳〕《云梦学刊》2009年第5期。

[2]痖弦：《痖弦诗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7页。

[3]周梦蝶：《刹那》，〔北京〕海豚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4]杨宗翰将之称为“中产阶级式的现代性”VS“美学现代性”，并呈现从对抗到协商的过程。参见杨宗翰《台湾现代

诗史：批判的阅读》，〔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年版，第299-300页。

[5]李少君等：《五人诗选：雷平阳·陈先发·李少君·潘维·古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

[6]冯至：《十四行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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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式的绝望”（apocalptic despair），一是“视觉上的庆贺”（visionary celebration）[1]。其实，与其说是相

反，不如说是前者造就了后者。套用到诗学领域，前者可以看作文化上、社会上、经济上、观念上的氛

围所致，后者则可以看作一种语言策略，即一种语言游戏的策略。按照奚密的说法，“游戏”这一隐喻，

可以用来说明现代诗之所以为诗的内在本质[2]。其是无功利的，且自有一套自足的规则。因此，也许

应当放弃追求所谓“本质”的想法，游戏之所以是游戏，恰恰是因为它是浮于表面，不追求，甚至不承认

有“本质”的存在。它是戏谑与戏仿的。拥有荒原意识的诗境为了烘托极端的情绪，常常诉诸于形式

感（visuality）与戏剧性（theatricality）[3]。在《三月与末日》《深渊》中，都读到强烈的重复感，根子武断地

重复春天来了“十九次”；痖弦反复强调“我们活着，我仍活着”。如果以语言游戏的视角来看，这样的

重复本身就构成了对强调物本身的消解，春天压根就不曾来过，我们也早就“死亡”。

语言游戏的精神，意味着相信语言本身，其中一个重要向度就是日常语言的使用。从20世纪80
年代开始，“拒绝朦胧诗”成为一种主流的声音。恰如马拉美的论断：诗歌是由语词（words）而非思想

（ideas）所构成[4]。在韩东的《一种黑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日常语言所营造的荒原境界：“我注意到林

子里的黑暗/有差别的黑暗/广场一样的黑暗在树林中/四个人向四个方向走去造成的黑暗/在树木中

间但不是树木内部的黑暗。”[5]

“相信语言本身”，就是相信生活本身。现代语言、诗歌语言在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改

变，并且已经可能是对这个时代最适切的表达。早在1948年，现代主义诗人、诗评人袁可嘉就曾翻译

过艾略特的一段话：“内燃机的声音已经改变了现代人对节奏的感觉能力。因此当我们说到诗中的现

代性时，并非说诗人可以引用蒸汽机，汽车，毒气制造厂，陋巷，电话铃，而是说这些事物已变成诗感性

底部分，使他能用一种在声音的隐意及意象的构造上是现代人用的现代语言向他的同代人说话。”[6]真

实，已经在新一代人身上发生了改变。他们感受到的“真实”可以说是摩登化的（或说西化）[7]。诗歌语

言必然要面对这样新的真实。

行文至此，可以看到，作为舶来品的荒原意识已经在汉诗的大地上生根并结出不一样的果实。它

随着现代社会的诞生而诞生，其阴郁、静寂、破碎的特征长久地影响了现代主义诗歌的面貌，并将会一

直影响下去。

〔责任编辑：平 啸〕

[1]参见简政珍：《台湾现代诗美学》，〔台北〕扬智文化2004年版，第143页。

[2]〔美〕奚密：《现代汉诗：1917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奚密、宋炳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5页。

[3]巫鸿：《走自己的路——巫鸿论中国当代艺术家》，〔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页。

[4][5]转引自〔美〕柯雷：《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张晓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72页，第81页。

[6]史本德：《释现代诗中底现代性》，袁可嘉译，上海《文学杂志》3卷6期（1948年11月）。

[7]叶维廉：《与当代艺术家的对话》，南京大学出版2011年版，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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