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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诗歌创作的思想与寓意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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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西大学学报编辑部,黑龙江 鸡西 158100)

[摘  要]雪莱是 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他借诗歌创作歌颂自然、歌唱理想, 表现对光明、自由、幸福和美好
生活的热烈追求,给人以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和无尽的艺术享受。透过雪莱的诗歌创作可以体味其作品的思想与寓意,以及作
品体现的民主平等思想、反抗精神及乐观主义精神。

[关键词]雪莱;平等思想;乐观主义;反抗精神
[中图分类号] I561. 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7- 9882(2007)05- 0088- 02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前期,欧洲文学的主流是浪漫主义文
学。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在发展过程中, 由于各国具体条件不
同,其发展也不尽相同。在浪漫主义文学的大潮中, 英国浪漫
主义诗歌有着突出的表现。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有两代代表人

物,第一代浪漫主义作家主要代表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
塞。19 世纪初他们都曾住在英格兰西北部的湖区, 寄情山水,
讴歌宗法式的农村生活和自然风景, 诅咒城市文学, 缅怀封建
的中古。其诗作着眼于他们的个人生活感受, 宣扬个人道德
上的自我完善,抒发一种孤独状态的新的精神领域, 因而被称
为/ 湖畔诗人0。继湖畔派诗人之后, 以拜伦、雪莱、济慈为代
表的一代年轻的浪漫主义作家, 踏着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民族
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鼓点, 登上了英国文坛。他们把英国
诗歌带进了更广阔的境界, 史称第二代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因为他们反专制, 反暴政, 争民主, 争自由, 同情人们的苦难,
支持民族民主运动,所以又被称为/ 撒旦派0。

/ 撒旦派0诗人中,雪莱的思想境界更高, 他对人类未来充
满信心,具有强烈的民主平等思想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
是第一个表现出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诗人。本文主要探讨具
有叛逆精神的诗人雪莱的创作的思想与寓意。

波西#比希#雪莱出身于英国富有的贵族家庭,然而, 年轻
的雪莱走上了一条叛逆者之路, 青年时期就和有着保守传统
的家庭分道扬镳。他青年时代就有无神论自由思想。曾就读

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 他又精心研
读启蒙学者的著作, 并受到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在校仅
仅四个月,就因他自费出版哲学论文5无神论的必要性6而被
学校开除,并见弃于家庭, 断绝了经济来源。

1812年雪莱去爱尔兰。在爱尔兰, 写了5 告爱尔兰人民
书6以支持爱尔兰的民族自由和宗教解放运动, 回国后于 1813
年写成长诗5仙后麦布6, 长诗描写了执掌人类命运的仙后麦
布带着少女伊昂珊的灵魂云游宇宙,看到人类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在诗中雪莱批判了封建制度的残暴和资本主义金钱关
系对人类的奴役, 也描绘了未来社会的光明图景。这部长诗
突出地反映了雪莱的空想社会主义。他创作的抒情诗剧 5解
放了的普罗米修斯6是其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它以古希腊神话
为素材,创造性地再现了英雄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窃取天上火
种、传授技艺而遭主神宙斯迫害的故事。表达了诗人想象中

的革命哲学,被公认为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雪莱的叛逆精神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愤恨。反动势力借诗

人与妻子离异之机, 对他进行恶毒诽谤,诗人于 1814 年愤然出
国, 1816 年 5月来到瑞士 ,与拜伦相识。拜伦喜爱雪莱纯洁无
邪,雪莱敬佩拜伦诗才豪放, 于是两人结为挚友。同年曾回
国,又不得不于 1818 年永远地离开祖国。1822 年,雪莱不幸在
渡海途中遇风暴而溺死于斯培西亚海湾。年仅 30 岁。

虽然生命短暂, 但雪莱留下了很多著名的诗歌。雪莱作品
主要有抒情诗、长诗和诗剧。他创作的主要特色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具有强烈的民主思想和战斗精神

雪莱是一个热情的浪漫主义诗人, 同时又是一个勇敢的
革命战士,他以诗歌作武器, 积极投身革命运动, 经受过失败
和挫折,但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战斗精神。雪莱写了很多极好
的抒情诗,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民主思想和战斗精神。1810 年
在给好友霍格的信中, 雪莱写道:/ 人类是平等的。我相信,在

示意义。城市市场八大怪:/ 精品屋里假货塞, 极品店为款爷
开。锅碗瓢盆随地摆, 商品伸出摊点外。拉拉扯扯做买卖,
打情骂俏抛果菜。隔三差五大甩卖, 低价不如高价快。涨价
打着削价卖, 售价高出限价外。商人重利轻情义, 购物全凭
防伪器。一人领证全家卖, 星期节日轮小孩。新华书店改卖
菜, 精神变做物质卖。0在市场经济的初期出现的各种失范,
无不与伦理道德的失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也从一个侧
面说明了民谣在反映世风方面的功能。由于世风存在各种各

样的瑕疵,就无怪乎很多人感叹/ 世风日下0了。并且, 这种现
象有向社会各个角落蔓延的趋势, 如/ 八荣八耻全颠倒, 你说
好笑不好笑。教授摇舌鼓齿, 四处搂钱, 越来越像商人;商人
现身讲坛,著书立说, 越来越像教授。医生见死不救, 草菅人
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 不留后患, 越来越像医生。
明星卖风弄骚,给钱就上, 越来越像妓女;妓女风情万种, 楚楚
动人,越来越像明星 , , 0这首民谣语言虽然偏激, 看问题的

方法可能有些问题,但却概括了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各种弊端。
民谣客观上有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象经验的记录作

用, 主观上还有表达民情、民意及政治意愿的功能。如果要想
真实地了解历史、准确地把握现实, 分析、研究民谣是必不可
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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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更完善的社会状态下将达到平等 , , 你的忠实的朋友正
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全部微薄的资财给这个事业。0 雪莱是
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当时, 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英国
工人阶级为了争取自身的生存权利, 正同资产阶级展开英勇
的斗争,捣毁机器和罢工事件接连不断。1819年 8 月, 曼彻斯
特八万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反动当局竟出动军
队野蛮镇压 ,制造了历史上著名的/ 彼得卢0大屠杀事件。雪
莱对反动当局镇压工人的暴行十分愤怒,写了好几首诗, 表达
了他对当局镇压工人的残暴行径的抗议。他在5致英国人之
歌6里严厉斥责英国统治阶级, 把他们叫做雄峰, 指出他们是
剥削英国人民的寄生虫。诗人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保卫自己:

播种吧 ) ) ) 但别让暴君搜刮;
寻找财富吧 ) ) ) 别让骗子起家;
纺织吧 ) ) ) 可别为懒人织棉衣;
铸武器吧 ) ) ) 保护你们自己。
除5致英国人之歌6外,他的政治抒情诗还有5暴政的假面

游行6 , 对资产阶级政府的血腥暴行提出严正抗议。法国自
拿破仑帝制崩溃、波旁王朝复辟以后, 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广
大人民正酝酿着反对封建复辟势力的革命斗争。拿破仑帝国

的解体也大大促进了西班牙人民反对异族压迫和封建专制的

革命运动, 1819 年 1月, 终于响起了武装起义的枪声。就在武
装起义的前夕,雪莱给西班牙人民献上了5颂歌6一首, 为西班
牙革命吹响了进军的号角。这些抒情诗造诣很高, 在这些诗
里,诗人鼓动劳动人民要认识自己的力量, 起来改变自己的奴
隶处境。

二、体现了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观性与抒情性
浪漫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主观性与抒情性, 也就是注重个

性,特别是注重主观理想、个人感情的自我表现。华兹华斯
说:/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0。雪莱说: / 诗人是
一只夜莺,栖息在黑暗中, 用美妙的声音歌唱, 以安慰自己的
寂寞。0雨果认为/ 这内心的隐秘的回音本身在作者的眼中就
是诗0。所以浪漫主义作家总是把个人幸福的感情世界作为
描写对象。在他们的作品中,作家的热情、思想与感觉的不间
断的迸发,总是超过对环境、时间和性格的冷静的分析, 这成
为一种压倒一切、支配一切的因素。浪漫主义者继承了卢梭
/ 返回自然0的口号,提出/ 作品应该模仿大自然的和谐与整体
性0 , 要求诗人、作家/ 并不刻板地临摹野景, 却自己创造一幅
野景0 ,使之成为自己内心情绪的共鸣者,成为表现主题的重
要手段。这一点在雪莱的抒情诗中有很好的体现。

雪莱描写自然的抒情诗比重极大,他崇尚大自然, 歌颂自
然美,善于描写自然现象来抒发自己的感情, 在描写大自然的
力量和变化的同时,寄托自己对光明、自由的追求。雪莱熟悉
大自然,他把自然人格化、精灵化, 在雪莱的积极浪漫主义作
品中,千年沉睡的山川、树林、鸟雀, 突然间变得充满了生命的
活力,仿佛成了人, 而在这些人格化的大自然中站起来的个性
解放的/ 人0 ,就象征着诗人自己的人格化为了大自然的灵魂。
在艺术上,雪莱完成了一个溶于伟大的自然的自我形象。他
写遍/ 风花雪月0, 经常出现的形象是山风、流水、飞鸟 , , 而
月下小舟的形象更是常为读者所忆及。

如在5致云雀6中,诗人写道:
你好啊! 欢乐的精灵/你似乎从不是飞禽/从天堂或天堂

的邻近,以酣畅淋漓的乐音/不事雕琢的艺术,倾吐你的衷心。
你像一位诗人,隐身在思想的明辉之中/吟咏着即兴的诗

韵,直到普天下的同情/都被未曾留意过的希望和忧虑唤醒。
是醒来还是睡去/你对死亡的理解一定比我们凡人梦想

到的深刻真切/否则你的乐曲音流, 怎能象液态的水晶涌泻?
诗歌中的云雀, 已经明显超越了鸟的一般特征,它仿佛是

一个人, 或是一个大自然的精灵, 在和诗人对话 ,而在这些对
话中所体现出的人格, 却又恰恰象征着诗人的自我形象。当
然在把自然人格化的同时, 诗人也常常寄托了自己的思想抱
负。

三、表现了诗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 世纪初叶,科学社会主义还没有诞生,欧洲各国的工人
运动还处在自发阶段,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还很
强大, /神圣同盟0的魔影正在到处游荡着。大地还没有苏醒,
寒冬还在后头。但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 雪莱对革命前
途和人类命运始终保持着乐观主义的坚定信念,他坚信正义
必定战胜邪恶, 光明必定代替黑暗。

雪莱的代表作是四幕诗剧5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6。作品
取材于希腊神话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据说在埃斯库罗斯的

悲剧里, 普罗米修斯和宙斯的冲突是以和解结束的。雪莱的
诗剧则不然, 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而受苦三千年,不管遭到怎
样可怕的折磨, 绝不和暴君妥协。他坚持斗争, 终于迎来了胜
利的一天:暴君朱比特被代表/ 变革必然性0的冥王推翻, 普罗
米修斯被力大无比的赫拉克勒斯从高加索悬崖上解放出来。

解放后的社会没有阶级,没有皇帝, 没有压迫, 没有仇恨, 人类
一律平等, 完全受正义、理性和爱的统治。诗剧最后一幕是整
个宇宙欢呼新生和赞美春天的再来。作品中对未来幸福时代
的描写占很多篇幅,极其鲜明地反映了雪莱的空想社会主义
观点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雪莱的诗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宣传

自由、平等的思想, 预示人类的未来, 给沉闷的世界带来/ 亮
色0 ,向绝望的人类唤起希望。他的诗对后来宪章派诗歌很有
影响。

5西风颂6更加鲜明的表现了诗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整首诗从头至尾环绕着秋天的西风而写, 表面看雪莱在歌唱
西风, 其实诗人是通过歌唱西风来歌唱革命。诗中的西风、残
叶、种籽、流云、暴雨雷电、大海波涛、海底花树等等,都不过是
象征性的东西, 它们包含着深刻的寓意, 大自然风云激荡的动
人景色, 乃是人间蓬勃发展的革命斗争的象征性反映, 整首诗
都是在反映革命, 尤其是结尾脍炙人口的诗句/ 如果冬天来
了, 春天还会远吗?0既概括了自然现象, 也深刻地揭示了人类
社会的历史规律 ,指出了革命斗争经过艰难曲折走向胜利的
光明前景, 寓意深远,余味无穷, 一百多年来成了人们广泛传
诵的名言警句。

雪莱的诗歌对旧世界有破坏的力量, 但更多的是面向未
来。他热情地追求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理想社会, 永远洋溢
着乐观战斗的精神。他诗中的主人公不是孤独的英雄, 不是
/ 世纪病0患者, 而是为人类幸福、社会进步斗争的英雄。他的
诗歌风格主要是抒情, 通过热情的抒情传递革命信息, 唤醒人
们的情感, 引起每个心灵的共鸣。此外, 想象丰富, 比喻奇特,
节奏韵律富于音乐性,这些就是雪莱不同于其他浪漫主义诗
人作品的艺术特色。

雪莱是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代表诗人。他充满战斗热

情, 在诗歌中表达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思想, 被马克思和恩格
斯赞誉为/ 真正的革命家0和/ 天才的预言家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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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helley is the 19th century representative of the British Romantic poetry, through his poems extolling the

natural creativity, singing ideal performance of the light, freedom, happiness and the warm pursuit of a better life, people
in a positive and progressive forces and the endless enjoyment of the arts. This paper seeks to Shelley. s poetry writing
through the taste of its moral and ideological work, and analysis of their works reflect the thinking of equality and democra2
cy, the spirit of optimism and the spirit of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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