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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雪莱和其时代的关系 ,我们可以发现 ,虽然法国大革命给欧洲各国的封建腐朽势力

以沉重打击 ,但是雪莱所面对的英国专制政府和宗教恶势力依然十分强大 ,旧道德势力依然

猖獗。在卢梭、伏尔泰、洛克、葛德文等人的思想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光辉指引下 ,雪莱逐渐成

为他所在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叛逆 ,这使他遭受到种种来自政府、宗教、家庭和其他世俗力量

的围攻与迫害。雪莱以其坚定不移的精神与种种丑恶现象展开不妥协的斗争 ,正是在这样

的斗争中 ,雪莱的诗歌和他的整个人生展现出独特的人格和道德魅力。他的短暂的一生都

在为人类的思想解放而斗争 ,斗争的精神力量则来源于他对美德的信仰。究竟雪莱的道德



观念包含哪些内容 ,其特征如何 ? 这种道德观念与他的诗歌及其诗学思想关系何在 ? 本文

拟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一、雪莱的道德观念

在英国诗歌史上 ,雪莱以其短暂的一生 ,留下了众多不朽的浪漫诗篇 ,展现出巨大的道

德力量 ,并因此赢得了“众心之心 ”的美誉。所谓“众心之心 ”的着眼点为美德 ,因此要研究

雪莱的诗歌及其诗学思想 ,不可不考察其道德观念。雪莱的道德观念主要体现在“关于道

德观念的思辨 (断片 ) ”、“论无神论的必要性 ”、“驳自然神论 ”等文章中。

他在“关于道德观念的思辨 (断片 ) ”一文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道德思想。他认为 ,道德

由“慈善和公正 ”两个部分组成 ,“慈善就是行善的愿望 ;公正是对于如何实现善的方式的理

解”、“公正和慈善是人类心灵基本法则的产物 ”(雪莱 ,《雪莱政治论文选 》123)。那么 ,什

么是道德的本质呢 ? 道德的目的是“能够最有效地促进人类的幸福 ” (雪莱 ,《雪莱政治论

文选 》125) ,实现这个目标需要遵循“慈善 ”和“公正 ”两个基本法则。慈善 ,也就是愿意为

善的愿望 ;公正 ,则是对于行善的方式的理解。雪莱认为 ,道德科学的内容在于研究个人之

间的差异 ,而不在于研究个人之间的相似 ,因为从心灵的结构产生的内心影响 ,造成了特殊

形态的行动 ,这些行动本身内在地包含着善或者恶 ,道德知识的真正内容却是要研究那差异

之处。由此可见 ,雪莱的道德观 ,既有功利主义的色彩 ,也有唯目的 (动机 )论的痕迹 ,而这

种道德观是建立在他受泛神论和绝对理念影响而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之上的。

雪莱关于宗教问题的思考 ,构成了他的道德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雪莱以无神论作为

反对宗教迷信和宗教压迫的利器 ,而他的无神论其实是一种泛神论 ,这里面有卢梭、培根等

人的影子。在“论无神论的必要性 ”一文中 ,他借培根的话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无神论给人

们带来理性、哲学、自然崇拜、法律、荣誉 ,以及能够引导人们走向道德的一切事物 ;但是迷信

破坏这一切 ,并且把自身建立为一种暴君统治 ,压在人类的悟性上 ”(《雪莱全集 》5: 362)。

雪莱在“驳自然神论 ”中指出当前宗教的主要问题是 ,“信仰已被当作功过的标准。判断一

个人 ,不是看他意图的纯洁与否 ,却看他的教义是否合乎正统标准 ;在基督教的天平上 ,只要

同意某些命题 ,就能压倒最慷慨崇高的德行 ” (《雪莱全集 》5: 338)。他在“告爱尔兰人民

书 ”中对异端进行辩护 ,一个人信不信宗教 ,信仰何种宗教 ,本身并不重要 ,关键在于他是否

有德 ,是否爱自由和真理 ,是否愿人类得到幸福与和平。“道德和智慧 ,早在目前世上任何

一种宗教产生以前 ,总是无例外地产生自由和幸福。我所能理解的宗教的唯一用处 ,就是使

人变得更有智慧和更善良 ;宗教能如此就是一种好宗教 ”(《雪莱全集 》5: 371)。雪莱对宗教

的仇恨不仅仅是因为他彻悟到宗教迷信是造就人类蒙昧黑暗现状的罪魁祸首 ,更在于宗教

作为现行法律制度的文化基础和解释依据 ,在法官剥夺其对子女抚养权的过程中扮演着道

德和法律裁决的双重依据的角色。

雪莱在宗教问题上的立场和他一贯的非暴力态度是一致的。在雪莱看来 ,爱尔兰人民

需要走一条非暴力的道路通向自由和幸福 ,而不能违犯道德和正义的法则采取暴力手段。

为了保障爱尔兰人民的合法权益 ,他还仿效先贤发表了“人权宣言 ”,而宣言的主张和精神

依然离不开道德 :“政治的正当全在于根据道德原则实行之 ;政治事实上就是各民族的道

德 ”(《雪莱全集 》5: 418)。

作为法国大革命的产儿 ,雪莱的道德观念是和他的政治、法律、宗教、哲学等思想息息相

231 外国文学研究 　2008年第 1期



关的。雪莱对时代的敏感和对一切人类与大自然事物的关爱 ,他的开放性的文化视野以及

探究事物本相的热诚 ,都使得他试图兼容并包人类一切关于政治、法律、伦理、哲学等的优秀

思想成果 ,来建立他自己的思想体系。雪莱的道德思想是复杂多质的 :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柏

拉图的唯心观、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潘恩的民主共和思想以及葛德文的

政治正义论等 ,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他的思想带来冲击和影响。

二、雪莱诗歌的道德因素

雪莱的诗歌创作与其道德观念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可以说 ,雪莱诗歌的魅力不仅仅

在于他独特的语言、意象构造以及诗情的传达 ,更在于他的作品里无处不在的人性的光辉 ,

这是人类道德和智慧的集中体现。雪莱的诗在相当程度上是以人类道德的塑造为精神旨归

的。具体而言 ,博爱、平等、自由构成了雪莱诗歌世界中关于人类德性的基本精神底蕴 ,歌颂

人类与大自然的一切美好事物 ,展示人类与自然的美与善 ,为人类的未来设计一个和谐、光

明的图景 ;向一切不公不义的事物挑战 ,扫除欧洲政治和宗教的污浊气氛 ,唤醒沉睡的民众 ,

正是雪莱诗歌创作指向的两个基本层面 ,它们一正一反、刚柔相济 ,并以诗歌的形态建构了

自己的道德体系。

歌颂大自然 ,表达对力与美的崇拜构成了雪莱早期抒情诗歌的一个基本特色。雪莱对

大自然有着极其卓越的感受能力 ,他把动物、植物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 ,并在大自然那里获

取他在人间不能得到的爱与美 ,以慰藉他孤独的灵魂。在“云雀歌 ”中 ,雪莱让自己的自由

精神伴随着云雀高飞。在“含羞草 ”中 ,他这样写道 :“含羞草从叶到根都承受着爱 , / 却没

有爱的丰硕果实结出来 , / 它接受得最多 ;它爱得最深 , /在只需要它时它可以献身 ———”(杨

熙龄 107)。在赞美大自然的同时 ,雪莱常常把他的神思投向那最纯粹美好的爱情。他认为

爱情是天性中流露出来的善的最高表现 ,因此 ,在雪莱的世界里 ,爱情就不仅仅是一种日常

的情感体验 ,而且上升到信仰的高度。

然而生活是复杂的 ,光明和黑暗并存。诗人一面歌颂大自然和爱情 ,一面又对专制腐朽

的社会制度和种种罪恶现象展开批判 ,这构成了雪莱抒情诗的另一副面孔。“给英国人民

之歌 ”、“暴政的假面游行 ”、“1819年的英国 ”、“自由颂 ”等诗歌体现了雪莱一贯的批判立

场。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些诗中 ,诗人总是把对恶行与暴政的批判和他的关于“善 ”和“恶 ”

的道德观念结合起来 ,诗人在高扬“善 ”的主导精神的同时 ,把对“恶 ”的改造寄希望于由

“美 ”和“善 ”所彰显的道德力量。

雪莱的诗歌创作思想尤其是社会伦理道德思想 ,集中体现在四部长诗或歌剧中。在《麦

布女王 》中 ,雪莱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一个没有专制、压迫和宗教欺骗的人类社会里 ,雪莱

认为唯有宣传进步的思想才能走向这理想社会 ,而任何暴力都是与这一实践格格不入的。

长诗宣示了雪莱对待宗教和专制的一般态度。①《伊斯兰的反叛 》不仅体现了他关于社会政

治和美学的观点 ,更体现了他的道德观点。他指出 ,他的意图是运用诗的手段 ,“借以宣扬

宽宏博大的道德 ,并在读者心中燃起他们对自由和正义原则的道德热诚 ,对善的信念和希

望 ”(《雪莱全集》2: 65)。长诗的第一章以蛇和鹰的搏斗来预示黑暗与光明、善与恶的永恒

的斗争。长诗并没有回避暴力革命对人类社会改革的可能意义 ,但是雪莱还是以否定性的

姿态作出了对这一历史课题的回答。主人公莱昂热烈地鼓吹平等和博爱 ,他认为社会变革

的关键在于智慧和美德 ;因此 ,革命的最终完成 ,依赖于伟大的道德及其感化力量。这和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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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对于道德的一般观点是相契合的。②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在欧洲文学的历

史中 ,这个形象一再进入作家的视野 ,其所赋予的精神特征也在不断演化。雪莱认为 ,埃斯

库罗斯在他的剧作中设置了“一种软弱的结局 ,叫人类利益的维护者和人类的压迫者言归

于好的结局 ”,这种作法使得这部寓言的道德意义可能“荡然无存 ”(《雪莱全集 》4: 89)。由

此雪莱根据他的道德观念 ,在诗剧《普罗米修斯的解放 》中重新塑造了普罗米修斯的形象 ,

他用他的美德和智慧赢得了解放。普罗米修斯的胜利象征着人类社会光明、理想、美德的胜

利。在《倩契 》中 ,倩契伯爵乖戾成性、荒淫无度 ,是一个极端无耻的家庭暴君 ,他竟然强暴

了自己的女儿贝特丽采 ·倩契。在这种龌龊行为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宗教的伪善、专制的腐

朽。贝特丽采 ·倩契坚决地反叛着邪恶的父亲并最终与那个吃人的专制制度彻底决裂。由

此诗剧完成了对与宗教和专制相互依存的旧道德的批判。《倩契 》在暴力和道德的关系上

表现出较之以往不同的态度 ,这似乎预示着雪莱的道德思想体系的一个积极 化。可惜在

这之后他的生命如流星一般驶入历史的天空 ,而我们无法预测他的道德思想体系将可能划

出的轨道。

需要注意的是 ,在考察雪莱的爱情诗篇时 ,我们有必要理解雪莱对爱情、婚姻的态度 ,这

里面也隐含着他的道德立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 ,无论是和哈丽艾特 ·威斯特勃鲁克

在一起 ,还是和玛丽 ·葛德文在一起 ,雪莱都没有放弃追逐柏拉图式精神恋爱的行为。在他

和前妻生活期间 ,雪莱一直和希契娜小姐保持着精神上的联系。就是在和玛丽 ·葛德文结

合后 ,他也曾和珍妮 (爱德华 ·威廉斯夫人 )产生了骑士般的情感 ,他在这一阶段所写的爱

情诗歌 ,有的就是要献给珍妮 (即简恩 )的。那么 ,我们该如何看待雪莱的爱情观和道德观

呢 ? 我们试从他的爱情诗出发 ,来探索这个看似矛盾的道德命题。他在“给简恩 :回忆 ”中

写道 :“一个精灵在周围散布了 /迷人的宁静的生命 /使我们世俗心灵的烦扰 /归于暂时的安

宁”,在诗的结尾处 ,雪莱再一次突出那种精神恋爱给他带来的灵魂的愉悦 :“虽然你是永远

美丽而和善 , / 森林永远苍翠 , /雪莱心中却难得如此恬逸 , /象这映照着一片宁静的池水 ”

(杨熙龄 217 - 218)。可见 ,雪莱渴望的正是灵魂的宁静和恬逸。在解读这类爱情诗的时

候 ,我们不妨将其和雪莱关于人类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宗教、美学等方面的观点结合起来

看 :雪莱的思想观点以及他所走过的道路都说明他是一个纯粹而且彻底的理想主义者 ,而在

爱情观念上可以说是一个唯美主义者。爱情总是以一种理想形态存在于他的诗的世界 ,构

成他理解和沟通世界的一座重要桥梁 ,一把最重要的用以开启新的生命之泉的钥匙。对纯

美爱情的追求使他不能容忍世俗之态 ,更毋论背叛 ,对哈丽艾特或玛丽都是如此。在雪莱看

来 ,爱情一旦从理想形态跌落于现实形态 ,他就会选择逃避并寻找新的理想。珍妮 (简恩 )

所以能够进入雪莱的情感世界恰恰是因为她是雪莱实际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之外的爱情理想

的化身 ———“他爱珍妮 ,但这只是一种无望的 ,而且几乎是毫无欲念的精神恋爱而已 ” (莫

洛亚 226)。

三、雪莱诗学思想中的道德法则

如上所言 ,雪莱的道德观念深刻地体现在他的伟大诗篇里 ,并构成其诗篇的精神气韵。

不仅如此 ,雪莱的道德观念与他的诗学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关联。雪莱的诗学思想集中体

现在“为诗辩护 ”这篇长文里。他为《普罗米修斯的解放 》、《伊斯兰的反叛 》等诗歌所写的

序言以及为《麦布女王 》所作的注释 ,也是他诗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他的诗歌创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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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观念正可以相互映照。

“为诗辩护 ”一文体现了雪莱一贯的以伦理道德为核心范畴来架构思想体系的精神和

法则。雪莱认为 ,自有人类便有诗 ,诗人在本质上就包含并且综合“立法者 ”和“先知 ”的两

种特性。“ (诗人 )不仅明察客观的现在 ,发现现在的事物所应当依从的规律 ,他还能从现在

看到未来 ,他的思想就是结成最近时代的花和果的萌芽 ”(《雪莱全集 》5: 454)。在对“诗

人 ”和“诗 ”作出自己的界定后 ,雪莱进一步估量诗对社会的影响。雪莱认为 ,荷马史诗塑造

了阿基琉斯、赫克托尔、奥德修斯等不朽的形象 ,他们性格中“友谊的真和美 ,爱国的精神 ,

一念的专诚 ,都被显示出来 ,直至最深处 ”,听众因此“洗炼自己的感情 ,扩大自己的胸襟 ”

(《雪莱全集 》5: 459)。雪莱认为 ,皮科克等人指责诗之不道德的议论 ,都是由于误解了诗所

用来改进人类道德的方法③。诗的作用的途径是“神圣的”,诗中的人物都“披着极乐境界的

光辉 ”,“有若象征优美与高贵的纪念碑 ,它的影响将遍及于同时存在的一切思想和行动

中。”因此 ,“诗增强了人类德性的机能 ,正如锻炼能增强我们的肢体 ”(《雪莱全集 》5: 461)。

雪莱对古希腊文学精神推崇备至。雪莱认为 ,像苏格拉底未死以前的时代真是空前所

未有。雪莱对希腊文学精神的推崇使得他处处以希腊文学所体现出来的文学标准和道德高

度来要求自己的创作和人格修养。④在论述诗和风俗关系的时候 ,雪莱认为 ,“形式最完美最

普遍的诗之有无 ,关系着行为或习惯的善恶 ”(《雪莱全集 》5: 464)。由此他提出了这样的

一个有关诗与风俗的“道德命题 ”:究竟诗与风俗的盛衰时期是否吻合得恰如道德上因果关

系的事例一样准确。雅典的戏剧 ,“总是与时代的道德上及知识上的伟大成就同时并存

的 ”,“怜悯、愤怒、恐怖、忧愁等都足以增强良善的感情 ”(《雪莱全集 》5: 465) ,最高级的戏

剧绝少有助长非难和憎恨的地方 ,而是教导人们自知和自重 ,人们以希腊悲剧所塑造的理想

境界和理性精神为自己内在的精神和人格依托。荷马和索福克勒斯之所以胜过后世作家 ,

“端在于一种综合一切而取得的和谐 ” (《雪莱全集 》5: 467)。而当社会生活到了堕落的时

代 ,戏剧也随之堕落的时候 ,一个时代的诗就不再表现在戏剧上了 ,因为诗“始终还是人生

的光明 ,它又是在邪恶时代中还能够保存的任何美丽的、宽大的、真实的东西之源泉 ”(《雪

莱全集 》5: 468)。

在历代诗人中 ,雪莱推崇柏拉图、但丁和弥尔顿。雪莱认为 ,柏拉图在《理想国 》中提倡

的一种道德的及知识的学说体系 ,概括了人类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情况 ,在古代只有柏拉

图配称为爱情的诗人。但丁的《天堂篇 》则是爱情之不朽的颂歌。⑤弥尔顿的《失乐园 》所表

现的撒旦 ,“在性格上有万不可及的魄力与庄严 ”,“就道德方面来说 ,弥尔顿的魔鬼就远胜

于他的上帝 ”(《雪莱全集 》5: 476)。雪莱认为 ,弥尔顿对传统道德的忽视 ,最足以证明他极

其卓越的天才。《神曲》和《失乐园 》使得近代神话具有系统的形式 ,雪莱断定 :荷马是第一

位史诗诗人 ,但丁是第二位 ,弥尔顿是第三位。雪莱认为 ,一切崇高的诗都是无限的 ;它好像

第一颗橡实 ,潜藏着所有的橡树。

雪莱认为 ,诗的一个狭义的功用 ,是排除我们兽性的欲望的烦扰 ,驱散粗野的迷信的幻

想 ,使人与人之间有某种程度的互相容忍而又适合于个人利益的动机。在雪莱的诗学体系

中 ,诗是道德的载体和实现的途径 ,诗人和诗的基本功用就是塑造并传承人类的美德。雪莱

认为 ,如果没有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乔叟、莎士比亚、卡尔德隆、培根、弥尔顿等伟大的艺

术家及其作品的存在 ,我们真无法想象世界上的道德状况将会变成怎样。他在《普罗米修

斯的解放 》的序言中说 ,弥尔顿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是一个共和政体的拥护者 ,他对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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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宗教问题作了勇敢的探讨。因此雪莱认为 ,我们这时代的伟大作家 ,“会是我们社会

状况或使之结为一体的见解不曾想象的变革的同行者或先行者 ”(《雪莱全集 》4: 91)。

雪莱的“为诗辩护 ”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 ,还有一些问题尚未来得及探讨。因此 ,他的

诗学思想如同他的政治、宗教、哲学思想一样 ,在体系上是有明显的缺陷的。但是这并不妨

碍我们从道德美学的高度去认识它们。在雪莱生活的年代 ,人类文明的发展还没有能超出

乌托邦思想的视阈 ,在更为先进的社会理论产生之前 ,雪莱的进化论、功利主义和动机论相

结合而形成的诗学思想及其批判功能就具有重大的社会政治学和道德科学的意义。雪莱对

诗的创作的看法 ,说明他是那个时代最进步的美学观点的表达者。这句话到今天依然有效。

如上所述 ,雪莱的道德观念与他的诗歌创作、诗学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 系 ,道德成就

了他诗篇的格调与气韵 ,并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其诗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法则 ;反之 ,他的诗

篇和诗学思想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其道德与精神法则的传达。由此可见 ,在道德、诗歌与诗学

思想三种要素之中 ,道德始终居于本体与核心的位置 ,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其诗篇与诗学

思想的基本面貌与精神特征。正是这种三位一体的密切关系 ,内在地确定了雪莱个体生命

的独特性。

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 》中赞其“品性之卓 ,出于云间 ,热诚勃然 ,无可沮遏 ”(78) ,这

是确评。在雪莱所处的时代 ,拯救人类道德的事业既是崇高的 ,也是极其艰难的 ,他甚至无

法得到他所为之献身的人类及其社会的一点点理解与包容。在另一方面 ,他对民众智慧和

德性的怀疑 ,也使得他时常陷入更加孤立无援的地步。雪莱的可宝贵之处就在于他从未真

正从这个事业中退缩过。雪莱对理想道德的追求并不仅仅停留在他的诗歌创作和观念的层

面 ,而且付诸了不曾间断的具体行动 ,而这种行动几乎是以他的生命为代价的。正因为如

此 ,M·K·采勃里科娃在考察了雪莱的诗歌创作、诗学思想和他的生命历程后指出 ,在整代

整代的人都由于言行不一致而丧失了道德的生命的时候 ,他却没有言行不一致的地方 ,“雪

莱用自己的生活来证实他对人类所说的话 ”⑥。对道德和智慧的信仰和坚持使得他谋求非

暴力的政治和宗教改革 ,并把人类解放的希望寄托在道德的复苏和重构上。也正是对完美

德性的孜孜追求和对理想世界的无限热诚 ,雪莱的诗歌以及他的整个人生给人类的精神生

活树立了一座无与伦比的丰碑。

注解【Notes】

①在《麦布女王 》中 ,雪莱借女王之口阐述了他的有关哲学、宗教、道德等方面的基本观点 ,这里面深刻地

烙上了柏拉图、卢梭、伏尔泰特别是葛德文的思想印记。

②勃兰兑斯在《雪莱评传 》中指出 ,“雪莱的宗旨在于以变形的方式提出若干革命原则。因此 ,他的诗变成

了传道 ,他的想像体现的不是他的观察所得 ,而是他的愿望。”参见《雪莱全集 》7: 586。

③雪莱的好友托马斯 ·皮科克在“诗的四个时期 ”中把诗的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他认为自己所处的

时代是一个讲求功利的时代 ,诗将趋于没落和灭亡 ,卢梭和华兹华斯的反文明而皈依自然就是一种艺术上

的堕落。雪莱不同意皮科克的观点 ,撰写了“为诗辩护 ”一文和皮科克展开了一次论战。

④勃兰兑斯在《雪莱评传 》中指出 ,雪莱的创作禀赋、宗教感情、想象和思辨能力都是希腊式的。参见江枫

主编 :《雪莱全集 》7: 587。

⑤但丁对雪莱的影响不只是形式上的 ,更是精神和道德上的 ,这集中体现于“生命的凯旋 ”一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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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参见《英国文学史 (1789 - 1832) 》,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 ,缪灵珠等人译 (北京 :人民文

学出版社 , 1984年 ) 474。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鲁迅 :《坟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80年。

[Lu Xun. The Tom b. Beijing: Peop le’s L 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0. ]

安德烈 ·莫洛亚 :《雪莱传 》,谭立德 郑其行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81年。

[Maurois, Andre. B iography of Percy B ysshe Shelley. Trans. Tan L ide and Zheng Q ixing. Shanghai: Shanghai

L iterature and A rt Publishing House, 1981. ]

雪莱 :《雪莱全集 》,江枫主编。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 2000年。8卷本。

[ Shelley, Percy Bysshe. The Com plete W orks of Percy B ysshe Shelly. Ed. J iang Feng. Shijiazhuang: Hebei Edu2
cation Press, 2000. 8 vols. ]

———:《雪莱政治论文选 》,杨熙龄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982年。

[ 222. A Selection of Shelley’s Politica l W ritings. Trans. Yang Xil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2. ]

杨熙龄 :《雪莱抒情诗选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1981年。

[ Yang Xiling. A Collection of Shelley’s Lyrics.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1. ]

责任编辑 :邹岳奇

全国英语诗歌学术研讨会将在石家庄举行

为了促进英语诗歌教学与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提高高等院校英语诗歌教学能力和科研

水平 ,第一届全国英语诗歌学术研讨会将于 2008年 4月 18日至 20日在石家庄市举行。本

次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 》杂志社组织 ,由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

学、中南大学、西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等多家单位合办 ,河北师范

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承办。

本次会议是由“中国英语诗歌研究会 ”(筹 )举办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 ,是我国英语诗歌

教学与研究界的学术盛会 ,届时将有以剑桥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为代表的国内外一

流学者出席 ,欢迎全国各大学从事英语诗歌教学的教师和从事英语诗歌研究的学者莅临盛

会。大会语言为汉语和英语。大会论文将择优在《外国文学研究 》、《世界文学评论 》和《河

北师范大学学报 》上发表。会议期间将举行英语诗歌朗诵会与西柏坡考察活动。

本次学术研讨会设以下议题 : 1. 中国大学的英语诗歌教学 ; 2. 中国英语诗歌研究的新进

展 ; 3. 当代英语诗歌的新动向 ; 4. 英语诗歌汉译研究 ; 5. 汉语诗歌英译版本研究。请有兴趣

参加会议的人员将论文摘要 (200字左右 )提交给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研

究所南方老师 ,截止日期为 2008年 3月 15日。大会学术委员会将从所提交的论文之中评

选出优秀论文。邮箱 : nanfang@mail. nankai. edu. cn;电话 : 1393308070。

(责任编辑 :西 　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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