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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雪莱是英国 19世纪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诗歌和诗剧在英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

位。本文就雪莱诗作的象征意义进行解读,以期更多的人对诗人有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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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西 比希 雪莱 ( 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 1822年 )是英国 19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诗

人, 他和拜伦并列为 19世纪欧洲文坛积极浪漫主

义的两大代表人物。
[ 1 ]
其诗作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反

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民主革命思想和民主解放斗

争,敢于正视现实, 渴望斗争, 崇尚自由解放精神。

也正是这个原因,他的诗歌常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

作为爱自由的诗人, 雪莱是破除社会旧习的实践者

和民主革命的呐喊者。由于其作品包含一些科学社

会主义思想的萌芽成分, 对未来和革命的最后胜利

充满信心, 所以, 马克思认为雪莱 !从本质上讲, 他

已经是一个革命家, 他会永远属于社会主义的先锋

队 ∀。[ 2]
雪莱在其短暂的一生中, 在诗歌和文艺理论

方面多有建树,不仅给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留下

了宝贵财富,而且也对人类的进步事业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一、雪莱自然抒情诗的象征意义

雪莱的自然抒情诗出类拔萃, 不少诗作在英国

诗歌史乃至世界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如 #西风

颂 ∃、#云雀之歌 ∃、#爱的哲学 ∃和 #印度良夜 ∃等。

#西风颂 ∃作于 1819年秋, 该诗一反传统对西风作

了新的解释。传统观念认为西风是摧毁生命的邪恶

势力, 但在雪莱的笔下,西风不仅仅是破坏者, 它还

是建设者, 它在横扫 !枯死的落叶 ∀的同时, 把种子

催送到 !冬床上∀。因此, 西风是新生命的孕育者和

保护者。在诗的结尾,诗人希望自己化为西风, !愿

你无畏的精神成为我的精神 ∀, 把对未来美好的预

言传遍人间: !请从我的唇间吹出醒世的号角! 哦,

西风啊,要是冬天已经来临, 春天还会远吗? ∀全诗

运用比喻手法,写景与抒情浑然一体, 节奏明快, 感

情奔放,寓意深刻, 尤其是最后一对偶句更是成为千

古绝唱,不知激励了多少志士仁人为了人类的理想

而投身革命,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云雀之歌 ∃作于 1820年, 是雪莱自然抒情诗

中的又一灿烂诗篇。
[ 3]
在这首诗里, 诗人想象力之

丰富,意境之高远, 比喻之精妙,用韵之工整,处处令

人叹为观止。全诗构成一幅空灵飘逸的画面, 或拔

地而起,横贯长空, 或神秘悠远, 纤尘不沾。那种读

来犹如逍遥在梦、心灵通透的感觉只能意会,不可言

传。所以历来的评论家们都认为 #云雀之歌 ∃是雪

莱最有诗意的作品,是纯净诗的结晶。正所谓: !此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

在诗中,诗人给予云雀以最高的礼赞,他赞美云

雀美妙的歌声 !胜过所有音乐中欢乐的曲调∀, 云雀

自由飞翔的绝技对于诗人来说, !胜过书中可找到

的所有的珍宝 ∀, 反映了诗人渴望摆脱现实生活中

的桎梏,向往自由美好未来的迫切心情。诗中的云

雀代表着先进的革命力量, !是一切世俗的藐视

者∀, 云雀飞升时的英姿, 是 !从地上一跃而起, 一再

飞升,越飞越高 ∀, 云雀在蓝天里翱翔的体态 !恰像
一朵火云 ∀,云雀的歌声 !一如光箭那么锋利 ∀, !整

个地上空中,响彻你的歌声 ∀。在诗人心目中, 云雀



就 !像一位诗人, 在思想之光里, 唱响他的颂歌, 直

到整个世界也受到感化 ∀。在诗的结尾他表达了渴

望自己也能用云雀般响彻云霄的歌声宣传革命理

想, !倘若如此和谐的狂歌会发自我的双唇∀, !世人
将聆听我,一如我现在的倾听∀。

二、雪莱政治抒情诗和诗剧的象征意义

雪莱政治抒情诗的主题是自由。诗人认为,真

正的自由首先要消灭剥削制度。这一观点在 #给英
国人民的歌 ∃ ( 1819)中有充分的反映:物质财富 (包

括武器 )都是劳动者创造的, 必须归他们所有。诗

中写道:

W herefore, Bee of Eng land, forge

为什么,英国的工蜂呵,要锻造

M any a w eapon, cha in, and scourage,

那么多武器、锁链和钢鞭,

That these sting less dronesm ay spo il

从而使无刺的雄蜂便于劫夺

The forced produce of your to i?l

你们被迫劳动而得的收获?

这首诗后来在英国的宪章运动中成为工人的战

歌。诗歌列举英国的 !雄蜂 ∀ (剥削者 )坐享 !工蜂 ∀

(劳动人民 )成果的不公平现象, 号召人民拒绝将劳

动果实给掠夺者享用,诗的结尾表明:如果人民不起

来扔掉身上的枷锁,英国将成为他们的坟墓。

雪莱政治抒情诗的代表作当属 #虐政的假面游

行 ∃。 1819年 8月 6日, 英国 8万工人为争取生活

权利举行示威游行, 英政府派骑兵镇压, 酿成死 15

人,伤 400人的血案。雪莱对此无比愤慨, 遂作此

诗。诗中采用了抽象性和象征性相结合的艺术形

式:诗人梦见一次化装游行, 参加者都戴着面具,在

英国内阁大臣、君权、神权和法权的面具下面隐藏着

谋杀、欺骗、伪善和虐政等人物,他们和刽子手们一

起,踏着被屠杀的工人们的血迹, 在耀武扬威地游

行。诗中抽象的寓言人物象征着专制统治的各个职

能部门,诗人对他们的罪行一一进行了揭露和鞭挞。

全诗诗句热情激昂,浩然正气汹涌澎湃,对专制的声

讨如火山爆发,滔天怒火, 无可遏制。诗中号召人们

要 !像群狮般奋起 ∀:

R ise like lions after slum ber____

起来吧,像睡醒的群狮,

In unvanquishab le num ber

你们的人数多得无法制服;

Shake your cha ins to earth like dew

甩掉身上的锁链    

W hi h i l h d f ll

像摇落熟睡时沾身的露珠

You arem any ____they are few.

你们人多,他们是少数。

诗中 !群狮∀象征人民, !锁链 ∀代表虐政和专
制, 雪莱用诗歌号召人民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强大,不

要被虐政的一时猖獗而吓倒,要像醒狮般奋起抗争,

摆脱专制就如摇落沾身的露珠一样容易,人民以多

胜少,必将赢得自由。

#伊斯兰的起义 ∃ ( 1818)是雪莱人生抱负、哲学

思想和美学理念的结晶。诗中主人公莱昂是位雄辩

家, 他唤醒伊斯兰的同胞们起来推翻暴君;他的情人

茜丝娜也发动妇女共同起义。暴君被打倒, 莱昂却

从 !仁道∀出发说服群众放了暴君。暴君卷土重来,

屠杀群众,烧死莱昂和茜丝娜。两位英雄死后复生,

乘小船进入了自由和美神的殿堂。诗中,雪莱以象

征性的语言和手法来谱写革命浪漫主义幻想。在序

诗里,雪莱以蛇与鹰的斗争代表善与恶的交战,象征

着人类发展史上光明和黑暗的搏斗。蛇战败了, 落

入水中, 象征着善的暂时失败。一个 !明媚如春光
的少女 ∀    自由和爱神救了蛇, 带着雪莱远航。

他们进入一座光彩夺目的殿堂, 看到了善恶这对

!孪生精灵振翅起舞的表演 ∀, 见到了世界之神, 他

告诉诗人: !那两个伟大的精灵 (莱昂和茜丝娜 )已

经归来%%这显示了人类的力量,别失望,要善于理

解! ∀从诗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诗人已从法国大

革命后的失望中挣脱出来, 去探索美好的未来理想

世界和研究人类思想的演变过程, 得出人类有力量

最终击败恶势力的乐观结论。

该诗充满象征意义,人和物都象征着自然力量

和社会力量,诗中 !殿堂 ∀是代表美与崇高的理想世

界, !船∀是远离丑恶的现实通往理想境界的载体,

!帷幕∀代表丑恶现实与美丽的理想之间的障碍,

!黑影∀表示暂时遮蔽真理和光明的恶势力。 !茜丝
娜∀象征自由和爱, !莱昂∀既是理想世界里的伟大

的神的象征,又是雪莱自身的理想化形象,雪莱常以

第一人称 !我∀在诗中出现。莱昂和茜丝娜是雪莱
心中理想化的英雄,全诗象征着未来的世界变革,民

主自由必定会实现,人类的明天必将光辉灿烂。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是雪莱诗剧的代表

作
[ 4]

, 评论家们认为其抒情性远超过其戏剧性, 作

品的空间无限感是它的一大特色。诗中人物取自古

希腊神话 #普罗米修斯∃,原创剧本是主人公对宙斯

的反抗以和解而告终的。但雪莱反对那种对统治者

的妥协,他在序言中说,他 !根本反对那种软弱无力

的结局 让一位人类的捍卫者同人类的压迫者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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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诗人按照自己的观点, 写出了面目一新的诗

剧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该剧充分表现了雪莱

积极浪漫主义天马行空的狂放精神, 以整个宇宙为

背景, 任想象力恣意驰骋,剧中人物都带有象征性。

普罗米修斯因盗天火给人类,被象征人类压迫和专

制的天神宙斯绑缚在山崖上, 逼他吐露秘密: !宙斯

的统治还有多久? ∀在山崖上, 普罗米修斯忍受了三

千年的严寒酷暑,备受折磨,天神派苍鹰每天啄食他

新长出的心脏。然而,普罗米修斯坚守秘密,决不屈

服。他的妻子阿西亚象征 !大自然 ∀, 她带众人去见

象征 !变革必然性 ∀的冥王,时光之神把冥王领到宙

斯面前,冥王把宙斯拉下宝座。象征 !力量之神 ∀的

大力士赫拉克利斯解放了普罗米修斯。人类的捍卫

者一旦解放, !大自然 ∀阿西亚就恢复了原来的美

丽,同她的丈夫普罗米修斯 (象征人类 )团圆。普罗

米修斯亲吻了 !大地母亲∀俄斯, 于是, 爱就洋溢在

大地的生灵、草木和山水之间。打倒了专制,人民获

得自由,愤怒、傲慢、伪善以及其他恶习也都荡然无

存。大地无限幸福,月亮也受到大地之光的爱抚,融

化了月亮山上的冰雪。整个世界都唱起新生和春天

再来的颂歌:

them an rem a ins

人类不再有皇权统治,

Sceptreless, free, unc ircum scribed, butm an

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人类从此

Equa,l unclasses, tribeless, and nationless,

一律平等,没有阶级、氏族和国家之别,

Exem pt from aw e, w orship, degree, the king

也不再有畏惧、崇拜和高低贵贱之分;

Over h im sel;f jus,t gent le, w ise%%

人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公正、谦和、英明。

三、结语

纵观雪莱的这几部优秀代表诗篇和诗剧, 我们

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象征意义是它们的共同特点。

在描写现实生活、历史事件或塑造艺术形象时,诗人

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历史具体性与积极

浪漫主义富于理想和激情的特点结合起来, 运用象

征性的艺术形式给他的作品注入了更深刻的思想内

容,愈加彰显出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伟大主题。雪

莱在 19世纪欧洲风雷激荡的历史大舞台上, 在尖锐

冲突的阶级矛盾中,不仅刻画了一系列象征黑暗专

制势力的反面代表,还着意塑造了一个个象征光明

的英勇无畏的正面形象, 将辛辣的批判与热情的讴

歌结合起来,鼓励人民透过这些浪漫主义的象征性

形象看到人类的理想前景,并为之奋斗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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