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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人 之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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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屈原和但丁堪称中西诗人之魂 ,他们都具有先知诗人的品格 ,且经历了大致相似的人生磨

难 ,其作品共为中西文化精神之丰碑。作为人类在困境中苦闷灵魂的象征性表达 ,但丁叙述了一

个灵魂因理性和信仰而获救的喜剧故事 ;而屈原之魂 ,却因信仰的阙如 ,在痛苦的挣扎之中终因寻

求无着而至沉沦 ,从而铸就了一个千古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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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和但丁是中西方文学史上影响最为
深远的两位诗人 ,同时又是极具典型意义的文
化伟人 ,在他们的作品中凝聚着中西方文化精
神一些最重要的因素。他们可称是中西方的
诗人之魂。永远的灵魂 ! 虽然屈原生活于中
国战国时代的后期 ,而但丁却生活在西方中世
纪末期的佛罗伦萨 ,二者相距一千五百多年 ,

可说是十分遥远 ,但由于这两位诗人都生活在
社会处于剧烈动荡和变革的时期 ,他们又都兼
有政治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 ,其人生经历约略
相似 ,且在诗界又都享有崇高的地位 ,所以 ,对
他们的研究早已进入了比较文学的视野 ,钱钟
书、茅盾等学界巨子有文论及 ,眼下也有不少
学人涉足其间 ,见仁见智。本文所关注的是 :

作为诗人之魂的屈原和但丁 ,他们的作品中到
底蕴含着怎样的文化精神 ,这种文化精神在现
代文化的视野中在何种意义上还具有崇高的
价值取向 ? 而中西方人文精神的巨大差异 ,或
许也从中可见端倪。

一、先知诗人

我把屈原和但丁同样视为先知诗人 ,因为

他们具有宗教意义上的先知品格和使命感。

先知是基督教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 ,在希伯来

文中叫“奈比”( nabhi) ,英文译为 prophet 。这

个词在闪语中有“呼召”“宣告”之义 ,所以在基

督教的文化背景下他们一般被理解为身负神

托负使命的神的使者。卡莱尔曾论述过先知

与诗人的“血缘关系”。他说 :“的确 ,在所有时

代 ,如果很好地理解的话 ,先知和诗人在意思

上有很多血缘关系。从根本上说 ,他们的确是

同样的 ,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即

他们两者都深入到了神圣的宇宙之秘密

中。”[1 ]这种被歌德称为“公开的秘密”的东西 ,

存在于每一地方的每一事物中 ,但在大多数时

刻和地点 ,它都被严重忽视了。而先知和诗

人 ,“都已渗透到它之中去了 ,这是一种被派来

向我们更深刻地揭示它的人。这永远是他的

使命 ,他向我们揭示它 ,他比其他人更要靠这

种神圣的秘密生活并使之呈现。”[1 ]卡莱尔似

乎想将诗人与先知画上等号 ,但是 ,我以为并

非每一个获得诗人桂冠的人都具有先知的品

格 ,在我们这个诗歌的古老王国里 ,真正可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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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先知诗人的唯有屈原。

一个先知诗人必须是一个真正的智者 ,他

除了具有很好的审美的天赋之外 ,必须具备三

种最重要的品质 :诚实、洞察力和使命感。这

三种品质相互联系 ,缺一不可。卡莱尔这样说

到智者的真诚 :“谁都可以生活在事物的外表

中 ,但对他来说 ,生活在事物的事实中 ,是一种

自然的必然性。尽管所有的人只是和宇宙玩

游戏 ,而这种人却认真地对待宇宙。他是一个

智者 ,首先就要凭靠真诚。”[1 ]卡莱尔把真诚的

品质看得无比重要 ,因为只有凭靠了真诚 ,智

者的洞察力才能得以发展 ,才能揭示众人所熟

视无睹的“公开的秘密”;而只有一个内心真

诚 ,又洞悉了宇宙秘密的人 ,才能产生神圣的

使命感。为了那神圣的使命 ,他可以下地狱 ,

可以在炼狱中经受煎熬 ,九死不悔。

屈原和但丁的人生经历确有着极大的相

似性。首先 ,他们都出身贵族家庭 ,且都曾经

是政治舞台上极活跃的人物。屈原官至左徒 ,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 ;出则接遇宾

客 ,应对诸侯。”但丁当选过佛罗伦萨市的执政

官 ,在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但是 ,他们后

来在政治斗争中都失败了 ,流放是他们共同的

命运。这不幸的命运成就了他们作为诗人的

伟大。卡莱尔说 ,如果但丁成为佛罗伦萨一个

成功的市长 ,“那么 10 个无言的世纪就会默默

地过去 ,10 个其它的倾听着的世纪将会没有

《神曲》可听”。屈原也是这样。如果他在左徒

那样一个位子上寿终正寝 ,我们到哪里去读

“可与日月争光”的千古绝唱 ? 尽管如此 ,我们

还是有必要对他们的政治使命作一简要的评

说 ,因为 ,失败并不能必然地证明他们的无能 ,

也许可能恰恰是因为他们太优秀。这是先知

的特殊命运。

早先研究但丁的著述中曾纠缠着一个很

恼人的问题 :但丁的阶级立场。有人说但丁是

处在一个社会的转型期 :封建主义走向没落而

资本主义正在勃然兴起 ,意大利政治斗争的实

质就是封建贵族与市民阶级的较量。而不识时

务的但丁 ,“在此两势力之间动摇了一些时 ,终

结却是投向了贵族派一边。”投向一个代表着没

落阶级的党派 ,能有什么前途呢 ? 因此 ,“《神

曲》———这可怖的孔雀鸣声 ,事实上只是中世纪

贵族文化之最后的哀声罢了。”[2 ]连他的饱含辛

酸的流亡生活 ,也受到无情的揶揄和嘲讽。但

是 ,又有另一种绝然相反的说法 ,说但丁“始终

不渝地处在时代运动中 ,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

和活动着。他迎着历史的风暴 ,站在勃然崛起

的新兴市民阶级一边 ,用舌与剑 ,进行着反对封

建贵族阶级的政治斗争。”[3 ]你看 ,毁与誉 ,都与

但丁当年的政治立场相关 ,而结论却是如此不

同。有一个不容任何人否认的事实是 :不是但

丁所属的党使但丁成为伟大者 ,但丁伟大是因

为他是但丁而不是因为他是白党。

也许 ,但丁的意大利同胞马里奥·托比诺

所著《但丁传》更可让我们看清楚但丁的伟大。

但丁曾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于意大利的政

治改革 ,托比诺这样描述但丁的政治活动 :“他

为了自由和正义 ,为了建立置于党派之上的法

律 ,为了消除互相残杀的内战 ,为了实现一个

理想的教会国 ,整日召集民众大会 ,鼓舞和激

励人们的信念。”[4 ]但丁激烈地反对教皇逢尼

发西 ,不是因为教皇代表教会 ,而是因为这个

教皇“完全被傲慢和贪婪所束缚 ,一心只迷恋

于玩弄权术。”但丁清醒地看到了教皇专制的

弊端 ,主张政教分离 ,反对教皇干涉世俗政权。

而他之所以反对以科索为首的黑党 ,是因为黑

党奉行独裁和充满血腥的暴政。特别需要指

出的是 ,但丁后来甚至与他的白党同志也格格

不入了 ,因为他看到那些家伙一心只想着复

仇 ,他们的内心里其实与黑党一样充满着邪

恶。而“笃信人道而神圣的正义 ,谋求避免喋

血的和平”是但丁对待党争的原则立场。于

是 ,但丁“成了众矢之的 ,受到流亡同伙的责

难。一切幻景都消失了。往日的政治热忱 ,激

奋情绪 ,重见英俊的圣约翰之美好愿望 ,如今

在他心中完全淡漠了。”[4 ]但丁成了一个真正

的孤独者 ,而托比诺这样评价但丁的孤独 :“一

个茕茕孑立、穷困潦倒、没有祖国的人 ,将那些

属于以复仇为快、杀人为乐的贵族之家的罪

人 ,钉在耻辱柱上 ,成为正义的卫护士。”[4 ]笔

者以为 ,这正是《神曲》得以诞生 ,但丁成为一

个伟大诗人的光辉起点。

屈原也是一个有理想的政治改革家 ,他把

自己的政治理想叫做“美政”,其核心的内容是

举贤授能、修明法度。

　　　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迟暮。

不抚壮而弃秽兮 ,何不改乎此度 ?

乘骐骥以驰骋兮 ,来吾导夫先路。[5 ]

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在鞭策着他 ,他觉得时不我

待 ,他心甘情愿地去承担一个先驱者的命运。

屈原在思想上没有先秦诸子的门户之见 ,他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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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儒、墨、法的政治理念 ,而且是吸收了其中

最具积极意义的思想精华。屈原时代的政治

生活中没有公开的党争 ,但暗地里的拉帮结派

相互倾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屈原把那些结

党营私之徒称为“党人”,正是这些家伙把国事

弄得一团糟。所以屈原的美政理想也是超越

了阶级和派系之争的 ,他奉行的是儒家“君子

不党”的原则 ,他只是忠于君王及其代表的国

家利益。在这一点上屈原与但丁是极其相似

的。屈原这样表达自己的耿耿忠心 :“余固知

謇謇之为患兮 ,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

兮 ,夫唯灵修之故也。”屈原因小人谗毁而被楚

王疏远以至放逐 ,楚国也在腐败中一天天沦落

下去最终被强秦所灭 ,这是楚国贵族的悲哀而

非屈原的悲哀 ,如同但丁所做的一样 ,上天把

另一种更重要的使命放到了屈原的身上。

二、精神丰碑

有人说但丁的《神曲》是“中世纪的史诗”,

可《神曲》与我们理解意识中一般意义上的史

诗 ,比如说荷马史诗显然不同。《神曲》所关注

的不仅是历史层面的东西 ,它更关注灵魂的归

宿。它不仅是展现了中世纪佛罗伦萨及整个意

大利的社会生活画卷 ,更表现了“人 ,由他自由

意志之选择 ,按其功或过 ,应得到正义的赏或

罚”这一严肃的主题。也就是说 ,它既是反映生

活的 ,又是表现灵魂的。而在这一点上 ,屈原的

创作与但丁也十分相似。我一向以为中国的文

学中较少对人的精神 (即灵魂) 的关注 ,而屈原

是个例外。屈原不仅揭露了一个昏乱世界的腐

败、堕落和荒谬 ,更表现了一颗痛苦灵魂的挣

扎。所以当我们把《神曲》和《离骚》称为史诗的

时候 ,我们应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其史诗特性 ,

而我 ,更愿意把它们视为表现灵魂挣扎和提升

历程的史诗。或者说 ,屈原和但丁的诗歌是中

西文学史上的两座精神丰碑。

《神曲》与《离骚》都与精神的漫游相关 ,而

这种漫游的起点又是那样地相似 ,即他们都曾

处于人生旅途的迷失和彷徨之中。《离骚》中

的“路幽昧以险隘”和《神曲》开篇所描述的那

座“昏暗的森林”实在是有着相同的象征意味。

但是 ,我们看到 ,但丁和屈原从相同起点开始

的灵魂之旅却是极不相同因而是各具异彩的。

但丁用象征的手法写他的灵魂之旅。他

在幽暗的森林中寻找出路 ,当他正准备向晚霞

的余晖奔去时 ,迎面碰上了三头拦路的猛兽 :

豹子、狮子和狼 ,正当那头容貌恐怖的母狼“向

我走来 ,一步步把我逼回到‘太阳’在那里沉寂

的地方”的时候 ,古罗马的诗人维吉尔突然降

临。在维吉尔的引导下 ,但丁之魂游历了地狱

和炼狱 ,然后由他所钟情的美丽女子贝阿特丽

齐引导游历天堂。人们一般都可以认同这样

的解读 :森林象征人生的迷途 ,豹子象征淫邪 ,

狮子象征野心 ,狼象征贪婪。正是这些邪恶的

情欲阻碍了人的灵魂通向光明。三界的设定

当然也是象征性的 :地狱象征现世 ,天堂象征

至善至美的理想 ,炼狱则是从现世通往理想的

必由之境。而维吉尔象征理性 ,贝阿特丽齐象

征信仰 ,处于黑暗之中的灵魂在理性的引导之

下 ,可以脱离罪恶的地狱 ,经过忏悔和洗涤 ,获

得新生 ,然后在信仰的引导之下升入充满光明

的天堂 ,达到崇高的境界。熟悉基督教文化的

人都知道 ,但丁运用象征主义的艺术方式 ,演

绎了一个灵魂得救的生动故事。这似乎是中

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的老生常谈。但我们要

知道但丁是中世纪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 ,《神

曲》的整体构思当然离不开那一时代的文化背

景 ,在但丁那个时代 ,艺术除了充当人与上帝

的中介之外 ,没有其它的使命。而《神曲》中所

凝聚的 ,无疑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思想精

华。但丁 ,这位杰出的天才 ,似乎是受了神的

启示 ,用他的生花妙笔 ,把丰富深邃的人生感

受与基督的神示结合为一体而天衣无缝。在

我看来 ,《神曲》在文化精神上其实是继承了以

色列先知文化的特质并加以发扬光大的。笔

者在拙著《神圣的寓意》中曾这样论及以色列

先知文化中所蕴含的理性精神 :“犹太宗教原

本包含着哲学的高度智慧 ,承受了民族苦难的

先知更是集宗教精神、哲学思辩和社会关怀为

一身。他们关注现实 ,敢于直面惨淡人生 ,但

他们绝不放弃理想 ;他们承认人的罪性 ,同时

又对人的作恶倾向保持警惕 ;他们认识到人生

充满着悖论 ,但又坚持为人的完善性而努

力。”[6 ]我们在《神曲》中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

文化精神的延伸。《神曲》中关于地狱、炼狱
(净界)和天堂的描绘当然隐含着作者的道德

评判 ,但那种以为但丁把他的仇敌打入地狱而

把他的友人捧上天堂的评论却是极其肤浅的 ,

似乎这位天才的诗人其实是小鸡肚肠 ,他正在

冒充上帝对政治上的异己实行打击报复。如

前所述 ,但丁的思想是超越了党派之争的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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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憎恶和痛心疾首的是人类精神的堕落。凭

其天才的想象力 ,但丁把灵魂在永劫的地狱中

经受苦刑的凄惨表现得无以复加 ,令人不寒而

栗 ,把天堂描绘得充满光明令人向往 ,正表现

着他的救世的精神。事实上 ,《神曲》是以最优

美的语言和幽深的意境表现出了那个时代基

督教世界对于人的生存价值的最高理解。即

便放到今天来看 ,但丁所达到的高度也是令人

叹为观止的。比如 :但丁为什么要写那伙“在

人世过了无毁无誉的一生”的灵魂 ? 这些幽魂

聚集在地狱之门哭泣。

　他们对神不叛逆 ,也不忠诚 ;只顾到自

己。

天堂把他们逐出 ,为了使自己的美不受

损害 ;

幽深的地狱也不收容他们 ,

怕罪恶之徒还可以向他们夸耀。[7 ]

但丁借了维吉尔之口说“这些幽魂没有死灭的

希望 ,他们盲目的生命是那么卑鄙 ,凡是其它

的命运 ,他们都嫉妒”。他们是一群“从没有生

活过的可怜的家伙。”不是说被打入地狱的底

层就是对灵魂最严厉的惩罚吗 ? 可这群幽灵 ,

他们竟然连进地狱的资格也没有 ! 这里表达

的生存理念是发人深思的。诗人对那些在地

狱中受折磨的灵魂所持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 ,

他写到林菩狱中那些异教徒的时候 ,怜悯中满

怀了崇敬 ,他虽然说他们“没有希望地生活在

欲望中”,发着“由忧愁而起”的叹息 ,但却肯定

他们是“高贵的人”,“伟大的精灵”。他写那些

“使理性受淫欲役使”的灵魂 ,生活在“完全无

光的地方”,“地狱的暴风雨 ,无时休止 ,把那些

阴魂疾扫而前 ;席卷他们 ,鞭打他们 ,以使他们

苦恼。”但是 ,诗人又很急切地要与一对犯淫欲

罪的恋人谈话 ,在听了他们对自己所犯罪行的

诉说之后 ,诗人“竟因怜悯而昏晕”。而当写及

那些“饕餮者”和“忿怒者”的时候 ,诗人却丝毫

也不掩饰自己的鄙视和厌恶之情。他说他们

是“空洞无物的躯壳”;他们在一个沼泽里 ,满

身泥泞 ,赤身露体 ,满面怒容 ,“他们互相殴打 ,

不单用手 ,而且用头 ,用胸膛 ,用脚 ;用他们的

牙齿互相撕成片片。”他们甚至会“用牙齿咬自

己的身体。”但丁说 ,一些生前“自以为伟大的

帝王”,其灵魂“却像猪一样躺在泥污里”。再

比如 ,诗人肯定了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 ,他借

维吉尔之口说 :“你随我来 ,让人们去议论吧 !

要像一座坚塔一般 ,什么风吹 ,塔顶都永远岿

然不动。”但维吉尔同时又说 :“谁要是希望人

的理性能够走遍三位一体的神所走的无穷的

道路 ,谁就是疯狂。”在《神曲》中 ,象征理性的

维吉尔终究不能直接将但丁引入理想的天国 ,

正表明但丁清醒地认识到了人的理性的局限。

我们知道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是以

张扬理性为旗帜的 ,而西方现代文化思潮中却

又出现了对理性主义的质疑和反思。我们把

但丁放在西方文化演进的流程中去考察 ,似更

可见出这位天才诗人的不同凡响。但丁所担

负的使命 ,似乎不仅仅是揭露现实 ,唤醒人心 ,

给意大利指出政治上、道德上复兴的道路 ,使

一个纷争混乱的世界拨乱反正。《神曲》的意

义 ,远远超越了现实主义、爱国主义而具有更

普遍的价值。

屈原的作品也是一个象征的艺术世界 ,所

谓“善鸟香草以配忠贞 ,恶禽臭物以比谗佞 ;灵

修美人以媲于君 ,宓妃佚女以譬贤臣 ;虬龙鸾

凤以托君子 ,飘风云霓以为小人。”[8 ]而这个象

征体系所显现给人的 ,也是一个充满着罪恶的

荒谬世界。昏君佞臣当道 ,忠贞耿介之士孤立

无援 ,到处是妒忌、谗毁、趋炎附势和阿谀奉

承 ,用《渔父》中的话说便是“举世皆浊”,这个

比喻与但丁地狱中的“沼池”不谋而合。而与

这种解读相关联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 :我

们怎样认识屈原的精神 ? 或者说 :屈原在何种

意义上担负了上天的使命 ,揭示了宇宙的秘密

而可以被我们称为一个先知诗人 ? 我们知道

对屈原的评价早在汉代就有过很激烈的论争 ,

刘安、司马迁、王允、王逸等人都给屈原以很高

的评价 ,说他的精神 ,“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他们对屈原满怀了一种崇敬之情。而班固则

跳出来反对 ,说不要把屈原说得那么伟大 ,他

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个“露才扬己”的“狂狷”

之士。班固只是称美屈原辞赋的“弘博雅丽”,

而对其中的人文精神是不屑一顾的 ,他对屈原

的最为宽容的评价是 :“虽非明智之器 ,可谓妙

才者也。”为什么会有这样严重的分歧呢 ? 那

是因为他们学术的导向不一样。有学者曾指

出班固的学术导向是唯当朝君主的马首是瞻 ,

有一次汉明帝曾召集班固等人讨论司马迁的

《史记》,汉明帝说司马迁虽然成一家之言 ,扬

名后世 ,但他“微文刺讥 ,贬损当世”却是很要

不得的。汉明帝还把司马迁与“污行无节”的

司马相如做一对比 ,说相如“但有浮华之辞 ,不

周于用”,可他病入膏肓的时候还在写文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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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功德”,所以说司马相如真是一个忠臣的典

范 ,“贤迁远矣”。听了这番最高指示的班固心

领神会 ,于是便要指斥屈原的“数责怀王 ,怨恶

椒兰”了。而刘安、司马迁和后来的王逸所坚

持的 ,却是先秦传统儒学的价值评判标准。[9 ]

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在传统的儒学中 ,“正

道直行 ,竭忠尽智”乃是一个忠臣最重要的品

质 ,由“忠爱”而生的怨刺是受到肯定的。孟子

说 :“亲之过大而不怨 ,是愈疏也”。荀子说 :

“逆命而利君谓之忠”。而到了班固等人手上 ,

却成了“进思尽忠 ,退思补过 ,去而不讪 ,谏而

不露”。儒学已经完全堕落为封建君主的驯服

工具了。但是 ,我们也要注意到他们的共同倾

向却都是从封建政治道德的角度来评断的 ,他

们都着眼于君臣之道 ,区别只在“逆”、“顺”之

间。那场论争的结果 ,是奠定了屈原作为一个

忠臣 ,一个爱国诗人的历史地位。一直到 20

世纪 ,整个楚辞学界对屈原的定位大致如此 ,

而对其文化品格却缺乏更深入的研究。

虽然屈原和但丁都有爱国诗人的桂冠 ,他

们对祖国的深挚热爱是无可怀疑的 ,且他们都

为这种深爱付出了相似的代价 ,但光是一个爱

国者还不足以说明他们的崇高。要认清这一

点 ,我们只需把屈原与汉代的苏武略作比较 ,

那个由班固树起来的忠君爱国的样板 ,其内心

世界与屈子相比 ,真乃天地悬隔。苏武的精神

世界与真正的崇高是无缘的 ,而屈原袒露给我

们的 ,却是真正的崇高。崇高 ,历来是与卑鄙 ,

与平庸相对立的 ,那是一种真正的独立特行。

屈原早在《橘颂》中就表达了对崇高品格的向

往 ,这种崇高的品格被融进了橘的精神之中 :

受命于天地 ,“苏世独立 ,横而不流”。可以说 ,

屈原后来的全部创作 ,就是以此为基调的。立

志要以清醒的人生态度独立于世 ,哪怕面对怎

样的横波逆流和苦难的折磨 ,也决不随波逐

流 ,这种精神在本质上与但丁诗中的理性是相

通的。屈原果然实践了他的这一人生信条。

《离骚》中这样倾诉其坚持理想的决心 :“亦余

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生于一个只

知取巧和作伪的时代 ,除了妒忌、谗毁、迎合与

趋炎附势之外再没有什么规矩和法度 ,屈原面

对着他托付赤心的君王和他可爱又可气的同

胞大声地说“不”! 他泪流满面伤心痛苦地对

他们发出精神叛逆的誓言 :

　忄屯郁邑余亻宅傺兮 ,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宁溘死以流亡兮 ,余不忍为此态也。[5 ]

他居然以孑然一身来与这腐朽之极而又强大

无比的世俗社会对立 ,他以此显出他的高洁和

卓异。

我觉得 ,只有这种精神 ,才能真正使屈原

得以不朽。李太白曾有诗曰 :“屈原辞赋悬日

月 ,楚王台榭空山丘”,在李白的眼中 ,屈原辞

赋的价值早已超越了王权政治而得以不朽。

而笔者以为 ,屈原的诗歌其实表现了 ,一颗高

尚的灵魂怎样在民族品格堕落的关头力挽狂

澜 ,他以生命为代价去承受了上天托付给他的

这一庄严使命。孟子早就说过 :“天将降大任

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他们都是以清

醒的理性精神看到了一个优良的民族必须具

有优良的文化品格 ,在孟子叫“大丈夫”,在屈

原 ,便是“橘”的精神。屈原事实上代表了中国

传统知识分子所可能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 ,他

对人的生存意义的认识 ,他的政治理念及个体

人格修养 ,在中国思想史上都是彪柄千秋的。

三、灵魂的提升与沉沦

鲍桑葵曾这样评价《神曲》:“再没有任何

作品更富于普遍性 ,再没有任何作品更富于个

性了 ,甚至再没有任何作品更富于作者个人的

悲欢恩怨色彩了。”[10 ]我们把这话移来评价屈

原的作品 ,不也是很恰当的吗 ? 说起来 ,屈原

的命运远比但丁悲惨。但丁虽然也饱尝了漂

泊之苦 ,深切地体味到“吃人家的面包 ,心里如

何辛酸 ,在人家的楼梯上上去下来 ,走的时候

是多么艰难”,但是 ,他毕竟在国外遇到过如亢

格郎和诺勿罗那样的知己。他不愿意接受屈

辱的条件回到祖国 ,他意识到自己是为维护共

和国的独立和自由而遭到放逐的 ,他把这种命

运看成是一种光荣。他在自写的墓志铬中留

下一句话 :“我但丁躺在这里 ,是被我的祖国拒

绝的。”最终 ,但丁“带着一副从未有过的安详

面容 ,与世长辞”[4 ] 。而屈原的结局却是愁思

苦毒 ,忿怼沉江。屈原之魂是至死也未得安

息。

我们从《离骚》和《神曲》来看 ,两部作品都

可以说是人类在生存困境中苦闷心灵的表达 ,

然而 ,但丁在维吉尔的引导下走出了“幽暗的

森林”,在地狱中遍阅了人间罪恶和灵魂所受

的惩罚之后步入忏悔涤罪的净界 ,然后在贝阿

特丽齐的引导下升入天国 ,在天国 ,他与那些

得道的灵魂和天使作了很好的交流 ,使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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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困惑得到了解答。这是一个美好的结局 ,

所以但丁的诗歌被称为“神圣的喜剧”。贝阿

特丽齐 ,这个但丁 9 岁时就一见钟情的“幼小

的天使”,后来一直被但丁视为“上帝派到人间

来拯救自己灵魂的天使”,但丁对她的爱 ,完全

是一种精神之恋 ,这种精神之恋在一定意义上

与基督教对耶稣的信仰具有相似性 ,《圣经》中

的先知以西结就曾用自己的婚恋隐喻人与上

帝的关系 ,正因此 ,这位纯洁无瑕的美人便在

但丁的诗歌中成了一个“上帝之爱”的象征。

因此 ,我们可以说 ,是基督信仰提升了但丁的

灵魂 ,《神曲》中贝阿特丽齐的设置启示人们 :

只有靠了信仰 ,人类的饱经苦难的灵魂才能最

终得到升华。

我们再来看屈原的灵魂之旅。屈原的灵

魂从始至终是一颗处于艰难的人生选择之中

的挣扎着的灵魂。屈原身上也具有很清醒的

理性精神 ,正是这种理性精神使他有可能以孑

然之身与包围着他的那个昏乱污浊的世界对

立。那个世界因失去了理性而美丑不分是非

颠倒只知道趋炎附势。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屈

原内心深处的巨大矛盾。不少研究者都注意

到《离骚》中有一个似可与贝阿特丽齐相对应

的女性 ,她叫女女
须。考据家说她是屈原的姐姐

或者侍女。这个身份不明的女子对屈原有着

无比深挚的关爱 ,但表现出来却是一副凶巴巴

的样子。“女女
须之婵媛兮 ,申申其詈余。曰 :鲧

女幸直以亡身兮 ,终然歹夭乎羽之野。⋯⋯世并

举而好朋兮 ,夫何茕独而不予听 ?”那些由关爱

而生的絮絮叨叨的责骂 ,表达的是《渔父》中那

个让人灵魂消解的声音 :“世人皆浊 ,何不氵屈

其泥而扬其波 ? 众人皆醉 ,何不饣甫其糟而　

其酉离 ?”从文化意义上来讲 ,女女
须既不代表理

性 ,更不代表信仰 ,她是一种与此相反的力量。

以儒文化的视觉看 ,她代表世俗的人生选择 ;

以基督教的文化视野看 ,她是犬儒主义 ,是屈

原内心深处的魔鬼。她的缠绵之情与对腥红

历史和黑暗现实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她想死

死拽住屈原的衣角 ,将他拖入泥沼之中。在这

个意义上 ,女女
须与贝阿特丽齐实在是不可同日

而语。笔者以为 ,《离骚》中这一女性形象的设

置其实很深刻地表达着一颗痛苦的灵魂怎样

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冲突中进行艰难的决择。

灵魂的挣扎总是让人触目惊心 ,谁能说伟大崇

高的灵魂不曾有过软弱和卑怯 ? 屈原摆脱女

女
须的纠缠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理性精神对于情

欲的一次重大胜利 ,屈原由此才可以开始他的

“上下求索”的灵魂漫游。

“就重华而陈词”向人们展示了屈原的历

史观以及他最终的价值取向 ,而上下求索的历

程却可以看作是一次灵魂的探险。这次探险

是在一个神话世界中完成的。屈原的神话世

界中没有地狱 ,他生活的现实世界在本质上就

是地狱 ,但是却也有一个天庭。屈原上天庭去

的那一节诗开头写得热闹非凡 ,激情洋溢 ,结

果却是很萧瑟。诗人被拒于天门之外。“吾令

帝阍开关兮 ,倚阊阖而望予。时暧暧其将罢

兮 ,结幽兰而延伫。”那是怎样的一种落寞和无

奈呀 ! 屈原想象中的天庭是怎样一种景观 ,我

们不得而知 ,我疑心那不过是宫门九重的幻影

罢了。在天庭吃了闭门羹的屈原转而到下界

寻找可结同心的美人 ,但三次求女 ,都是以失

败告终。“闺中既以邃远兮 ,哲王又不悟。怀

朕情而不发兮 ,余焉能忍与此终古。”在这天地

之间 ,屈原竟然找不到一个知己。也即是说 ,

那满怀激情矢志不移上下求索的结果 ,竟是一

无所获。这怎能不让人伤心绝望呢 ? 呵 ,谁能

拯救这可怜的灵魂 !

如果按照但丁的思想 ,人类灵魂的得救必

得依赖于信仰的引导 ,那么 ,屈原有无信仰 ,有

什么样的信仰 ,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了。

我们从屈原作品考察其可以称之为宗教观念

的因素 ,无非是两种成分 :一种是从中原文化

而来的对“皇天无私 ,唯德是辅”的信念 ,另一

种便是楚文化中的以占卜预测吉凶祸福为基

本特征的巫教。中原文化中对天 (上帝) 的信

仰虽然包含了较多的人文主义因素 ,但却早在

西周社会晚期就受到普遍的怀疑因而日见衰

微 ,并未形成成熟的宗教形态 ,其影响灵魂的

能力是相当有限的。而楚地的巫教 ,则完全是

一种原始的形态 ,它根本就与人的灵魂无缘 ,

况且 ,屈原对这些东西也是将信将疑。《离骚》

写屈原在孤立无助万般无奈之际去求助于神

巫。灵氛得出“两美必合”的吉占 :“勉远逝而

无狐疑兮 ,孰求美而释女 ? 何所独无芳草兮 ,

尔何怀乎故宇 ?”在灵氛和巫咸的劝勉或怂恿

之下 ,屈原开始了灵魂的第二次出行。他的出

行总是那样壮观 :

　屯余车其千乘兮 ,齐玉车大而并驰。

驾八龙之婉婉兮 ,载云旗之委蛇。

抑志而弭节兮 ,神高驰之邈邈。

奏九歌而舞韶兮 ,聊假日以婾乐。[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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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颗饱经忧患的灵魂有望得救了。但是

且慢 ,在那阳光灿烂一片光明的天空之中 ,当

那颗高贵的灵魂一低头看到可爱的家乡的时

候 ,连那神马 ,也“蜷局顾而不行”了。

灵魂的第二次出行其实是又一次挣扎 ,它

表现的是屈原内心深处的又一深刻矛盾 ,这种

矛盾曾体现于中国两句古老的政治格言之中 :

忠臣不侍二主 ,良禽择木而栖。屈原最终未能

选择天空 ,他选择了清流。选择天空象征着自

由和高驰 ,选择清流则意味着洁身自好式的沉

沦。这是一个中华文化的千古悲剧。客观地

说 ,屈原汨罗江边的一跳并没有在后世的中国

文化人心中激起悲壮崇高的情感 ,他们更多只

限于同情和惋惜。汉儒扬雄的一段话颇具代表

性 :“君子得时则大行 ,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 ,

命也 ,何必湛身哉 ?”[11 ]而从此之后 ,屈原式的

先知诗人在中国文化史上也就失踪了。这是我

们民族的悲哀 ! 我曾想 ,假如屈原能够进入但

丁的文化视野 ,让东西方的这两颗伟大灵魂相

遇 ,但丁也会对屈原抱以足够的敬意并怜悯他

的痛苦。但屈原之魂不可能随但丁进入天堂 ,

他恐怕只能在林菩狱中发永远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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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Qu Yuan and Dante

ZHAN G Li - xin

(Dali Teachers College , Dali Yunnan 671000 , China)

Abstract :Qu Yuan and Dante could be well called the soul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s respectively.

They both had the qualities of a prophet and poet and experienced roughly the similar hardships of life.

Their works are monuments worthy of the ess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Symbolically express2
ing man’s depressed soul in dire straits ,Dante narrated how a soul could be saved by reason and faith ,

which is quite a comedy , while Qu Yuan , owing to absence of faith , suffered an aimless soul and sank in

desperate struggles , thus ending up as a tragedy king through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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