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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分析雪莱诗歌的代表作 ,旨在梳理出其

诗歌的独特艺术魅力 :除具奇特瑰异的浪漫想象力

的浪漫主义诗歌的一般特征外 ,还继承了启蒙文学

的现实主义传统 ,从而使现世的揭露、批判与美好未

来的憧憬有机地融为一体。通过对雪莱颇具悲剧色

彩的生命与诗歌的解读 ,深刻挖掘出蕴含其中的他

的昂扬的斗志和乐观进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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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西 ·比希 ·雪莱 ( Percy Bysshe Shelly 1792—

1822) , 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流派的杰出代

表。在短促的一生中 ,他始终是封建专制的叛逆者、

宗教迷信的抨击者。他像一只云雀 ,冲破乌云 ,以淡

淡的忧郁但又充满希望的目光俯视着大地上的芸芸

众生 ,以明亮高亢的歌声传播着自由、平等、博爱和

人权 ;以悲愤而又博大的胸怀 ,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

立场上张扬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他又如肃杀凌厉

的西风 ,誓以自己坚韧不屈、抗争到底的意志和决心

揭露、抨击所在社会的暴虐统治和专制腐败 ,扫荡一

切牛鬼蛇神 ,还众生一个升平清凉的世界。他的诗

歌创作有效地继承了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传统并运

用自己宏伟瑰丽的想象 ,从而使其诗作呈现出浪漫

主义与现实主义并行不悖、有机整合的迷人面貌 ,在

对现实丑恶世界的揭露批判中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他曾消沉 ,但不萎靡 ;也曾情绪低落 ,但不颓废。

无论现实社会是多么黑暗 ,他从未放弃自己的信仰。

这种可贵的乐观主义精神像一条五彩的丝带 ,贯穿

在他一生全部的诗歌创作中。”

一、于浪漫描绘中彰显现实 ,于现世批
判中憧憬未来

19世纪初的一批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特别是

英国的积极或进步的浪漫主义诗人们 ,在政治上 ,他

们渴望实现 18世纪启蒙教育的民主理想 ,因而对现

存的反动统治以及为反动统治作辩护的消极浪漫主

义进行不断的斗争 ;在文学艺术上 ,他们在启蒙时期

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美学。他们指出

了启蒙文学的缺陷 ,特别是缺乏感染性的热情与鼓

动性的想象。“他们倡导热情 ,倡导想象 ,凭热情与

想象来艺术地认识现实社会 ,批判现实社会 ,同时也

凭热情与想象来艺术地刻画理想社会。”从而在他

们的作品中表现出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完美结

合 ,雪莱即是这一派中的作家代表。

雪莱自小喜欢读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伏尔

泰、霍尔巴哈的著作 ,初步奠定了他理性批判的思维

习惯。他热爱大自然 ,对自然科学非常痴迷 ,并进行

过很多试验 ,这“给他的推崇理性和对世界的唯物

认识奠定了基础 ”。他信仰唯物主义 ,对宗教迷信

异常憎恶抵制 ,所有这一切为他在学校赢得了“疯

子雪莱 ”和“不信神的雪莱 ”的绰号。家庭和学校的

不正常气氛培养了雪莱的敏感气质 ,在性格上遂表

现出一种桀骜不驯和放荡不羁来。“他试图为自己

的灵魂制作‘一副以安详和坚定为材料的连环锁子

甲 ’,但容易被激发的愤怒却压倒了这种从容对抗

的心情 ,从而不得不从防御公事的后面谋划主动出

击。这是雪莱在遭受了残忍凌虐后的公然反抗 ,是

他后来面对一切卑劣、愚蠢、腐朽事物时从不妥协的



根源。”

但是 ,对雪莱最具影响力的还是他所生活的社

会环境和当时英国与欧洲的社会及政治活动 ,他亲

眼目睹了人民的生存状态 ,感受到资产阶级统治的

残酷 ,听到了人民要自由的呼声 ,他开始用思想家的

头脑去思考社会问题 :当权者的暴政 ,人民的苦难 ,

历史前进的方向以及人类未来的命运。“就这样 ,

在内外合力的作用下 ,雪莱形成了自己叛逆的性格 ,

萌发了早期的民主革命思想 ,并且为自己树立了明

确的目标 ———使人民摆脱专制政权的桎梏。”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 ,雪莱绝不是像一般人想象

的浪漫主义作家一样只注重对空灵自然风景的描述

或是对超然自我心灵的孤独抒怀 ,而是从一开始就

把眼睛注视着当下 ,使自己伟大的心灵永远和受苦

受难的被压迫者的苦痛交织在一起。对黑暗剥削社

会的猛烈抨击 ,对未来美好社会的热切呼唤是雪莱

诗歌创作的永恒主旋律。而这一点 ,在雪莱的理论

著作《诗辩》中得到了更系统、更完整的阐述。

在《诗辩 》中雪莱特别谈到了诗的心理基础与

诗的社会作用。他提出 :“一般而论 ,诗可以说是想

象的表现。”但他同时又指出 ,所谓想象是一种不但

能指导现在而且也能憧憬未来的心理活动 ,即诗人

不仅能深切地看到现存事物的真相 ,发现现存事物

在安排上所应遵循的规律 ,而且还能从现在中看到

未来 ,诗人的思想是后代“花朵的幼芽 ”。《诗辩 》末

尾充满着浪漫主义的乐观精神。它可以说是积极或

进步浪漫主义的宣言 ,同时也可以作为雪莱自己创

作实践的总结。他写过憧憬未来社会的浪漫主义作

品 ,也写过批判当代社会的现实主义作品 ,也写过两

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作品 ,就是 :在对现实进行批判

的基础上 ,或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同时 ,憧憬理想

社会 ,并热情地歌颂这个社会。

雪莱的诗歌创作倾心于“幻景 ”体裁 ,常常描写

广阔的宇宙场面 ,加之稍带抽象而奇异的形式 ,这一

点颇像弥尔顿。但诗歌中的广阔的哲学政治概括 ,

飞驰的宇宙幻想 ,神话形式与革命的政治相结合 ,雪

莱又高出弥尔顿。他的幻象是与人世贴近的。“雪

莱关于人类未来的幻想被赋予了更加扎实的现实内

容。雪莱以整个大自然普遍欢腾 ,地和天、动植物都

与理性的有灵物共享快乐的形式 ,描写了未来的

‘黄金时代 ’,但通过它的幻想外壳 ,可以看出雪莱

的空想具有历史现实性的社会基础。”

《麦布女王 》在幻想、怪诞的外壳里面 ,可以掏

到人类世界的现实内容 ,让人看到英国社会封建野

蛮与资本主义不文明的混合状态。给我们展示了两

种不同的社会图景 ,并着重说明社会变革必然性的

规律 ,但是没有提到如何从一个社会转入到另一个

社会的过程。而《伊斯兰的叛变 》里则揭示了这一

转化过程。《伊斯兰的叛变 》有一个副标题 ,叫做

“十九世纪的一个幻景 ”,这幻景就是社会变革的幻

景 ,革命的幻景。此后 ,雪莱又创作了诸多揭露昏暗

社会现实 ,抗击暴政 ,反对宗教迷信的政治讽刺和政

治鼓动的诗作 ,这些作品无疑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

倾向。但是在揭露批判的同时他始终不忘给人民指

出抗争的理由和路径来 ,从而在现实的批判中给人

以生存和斗争的勇气 ,激扬着对美好未来的热烈憧

憬。如在《暴政的假面游行 》里 ,他一再号召 :

起来罢 ,像睡醒的狮子 ,

你们是个征服不了的数字。

摆脱你们的链锁 ,

像沾在身上的白露 ,

他们人少 ———你们人多。

通过浪漫主义的想象 (幻景 ) ,凸现了时下社会

现实的黑暗腐朽、专制暴政、宗教迷信 ;于现实的揭

露批判中憧憬一个“伟大而快乐的、美丽而自由 ”的

未来世界 ,以此来鼓舞人民的斗志 ———这是雪莱创

作的一大特色。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有一个宪章主义

文学评论家曾经把雪莱和拜伦相比 ,并说明雪莱的

贡献 :

“拜伦忧郁地看了看西班牙与意大利 ,转过眼

去 ,看看希腊 ,看到土耳其的旗帜下降了 ,希望之星

光荣地升起来了 ,于是他希望着。但是 ,雪来更深刻

地凝视着朦胧的未来。看到自己的乌托邦的美好幻

景实现了 ———不但希腊脱离了土耳其的统治 ,不但

意大利恢复了统一和独立 ,而且整个人类有了团结

与友爱 ,希伯来的预言与希腊的神话 (也就是柏拉

图所梦想的与耶稣所揭示的 )得到了实现 ,那时个人

将与集体结合 ,而莫尔的‘乌托邦’与哈林顿的‘海洋

洲’有了一个确切的地址与一个真实的名字。”

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说雪莱是“天才的预言家”。

二、于悲剧的人生中激扬乐观

雪莱一生短暂 ,但却命运多舛。他的一生是充

满悲剧色彩的一生。

他自小在家里就得不到应有的片点儿温暖 ,在

学校叛逆、执拗的性格而被视为另类遂成为老师和

同学们的戏谑和憎恨的对象。他常常一人手握书本

静静地坐在泰晤士河边孤独忧郁地沉思 ,后又由于

“不信神 ”反叛宗教而被贵族学校除名 ,家庭由此和

他断绝了关系 ,他的未婚妻也和他解除了婚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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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一个妻子哈丽艾特出于责任和道义而仓促完

婚 ,婚后哈丽艾特又不理解他的精神生活。后来雪

莱热烈地爱上了威廉 ·葛德文的女儿玛丽 , 1814年

7月两人私奔 ,迫于舆论的压力两人流亡到瑞士。

而这一年玛丽的妹妹范妮又因无法忍受家庭和社会

的压力以及对雪莱无望单相思的苦苦精神折磨而自

杀 ,接着诗人的前妻哈丽艾特也投河自尽了 ,遗下了

雪莱的两个孩子。法院又剥夺了雪莱抚养孩子的权

利。在诗人临去世的前一年 ,他所钟爱的意大利少

女爱米莉又同别人结了婚。而这一切都只是感情生

活上的不幸。另外 ,由于雪莱自小就形成的乖张叛

逆的性格 ,使他对种种传统束缚反抗得极为强烈 ,对

种种丑陋污浊的社会现实总是毫不留情地揭露与抨

击 ,所以 ,总使他的个性主张和激进行为被当时的一

般英国民众所不理解 ,舆论、社会现实的压力总是逼

迫着他从一个地方流亡到另一个地方。所以 ,我们

说雪莱的一生是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

有学者指出 ,雪莱的诗歌之所以自古以来就被

世界各地的读者铭记和欣赏是由于其独特的悲剧精

神。“而雪莱的悲剧精神主要在于人类自然发展过

程和自然人生命历程的悲剧性 ,这一悲剧性决定了

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 ,悲剧精神主要来源于人

类理想及其相应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而这一

切正如前所述均体现在雪莱的一生命运和部分诗作

中 ,他所在的社会背景 ,他自己的人生历程以及他的

诗歌创作综合地体现了其淡淡的悲剧精神。

回顾人类的历史 ,不难发现 ,无论是哪个阶段 ,

人类都会否认他们是幸福的 ,痛苦多于欢乐 ,人生就

是痛苦 ! 其实这就是一个欲望与满足、理想与现实

之间的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问题 ,从而从总体上导

致了人类命运的悲剧性。浪漫主义本身就是对法国

大革命后启蒙王国仍未实现从而导致的普遍人的悲

观情绪的反拨和体现 ,从而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

雪莱的诗歌所体现出的孤独地对抗社会的叛逆精

神 ,其实又何尝不是一种忧郁、悲观心绪的外在流露

呢 ! 诗歌体现出了雪莱对现实的深深憎恶与失望 ,

失落悲观的情绪在所难免。人生的痛苦与悲剧色彩

来源于人类拥有理想和希望 ! 如前所述 ,雪莱的诗

歌总是充满着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憧憬与渴求 ,但人

的生命是何其短暂 ,遥不可及的光明未来又在哪里

呢 ? 我想在雪莱激情壮志地规划未来美好蓝图时 ,

心里不能不会有种莫名的凄凉悲伤之情吧 ,淡淡的

悲剧色彩在所难免。人对未来永恒的期待与自身有

限的生命之间的矛盾永远无法调和 ,雪莱在《奥兹

伊曼迪亚斯 》(Ozymandias)一诗中就揭示了这一富

含悲剧性的人生哲理。

雪莱犹如一朵洁白的花儿 ,却偏偏在花开怒放

的时候过早地凋谢了。英年早逝 ,让人扼腕叹息 ,这

又多少增加了些许雪莱自身的悲剧意味。但是 ,雪

莱在他的诗歌创作中 ,在他构建的理想精神家园中

我们却丝毫看不到对未来前途命运的悲观失望。他

没因现实的苦痛、悲剧般的生活经历而沉沦堕落 ,相

反地 ,他那充满激情的抒情诗无不闪烁着昂扬向上、

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精神。如《西风颂 》———

“西风啊 ,

冬天已经来到 ,春天还能很远么 ?”

何等乐观豁达啊 ! 这既是雪莱诗歌的另一大特

征 ,又是其独特人格魅力的有力呈现。雪莱部分诗

作虽然充盈着一种淡淡的哀伤 ,透露出一种忧怒的

悲哀来 ,但是那却是一种无言的悲壮之美 ,而这悲壮

的背后却是韧性的凸显 ,乐观的激扬。正如诗剧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中塑造的普罗米修斯一样 ,

普罗米修斯虽遭受无尽的磨难与痛苦却从不向权威

低头 ,而是一直保持着乐观坚定的心态守候着自己

即将到来的解放。雪莱虽一生愁苦 ,饱受世事沧桑 ,

却始终以自己叛逆的性格张扬着对人类未来的美好

前景的那种渴求的乐观精神。他虽身处逆境 ,有时

会有淡淡的忧郁悲观的情绪流露 ,但骨子里那种对

人类自由、幸福和正义的追求一直主导着他短暂的

一生。所以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正是雪莱那带有悲

剧色彩的短暂一生和悲壮中更显乐观精神的诗作成

就了雪莱这一诗歌天才 !

雪莱一生短暂而悲苦 ,但却终生实践着自己高

贵的理想 :对人类幸福、正义、和平与自由的孜孜追

求 ,虽历尽坎坷、千转百回仍不改其衷。雪莱叛逆的

性格、激进的思想、崇高的信仰、坚强的意志、高洁的

品格从而使其诗作具有了厚重的文化底蕴 ,深切的

人文关怀 ,洋溢着一个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的坚韧不屈的斗志、乐观激扬的精神和“众心之心 ”

的博大情怀。而雪莱敏锐的观察力 ,肆意汪洋的充

沛想象力则使其诗作充溢着迷人的浪漫主义色彩。

雪莱独特的人格魅力成就了其诗作的永恒艺术魅

力 ,充分体现了浪漫与现实、现世与未来、悲剧与乐

观的完美结合。他和他的诗歌犹如一颗灿烂眩目的

星斗在人类诗歌的夜空中 ,闪烁着恒久的光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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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 即使可以 ,他也会继续选择承担。作者在这样

的一个年龄就怀念起过去的岁月 ,这是多么让人感

到奇怪的事情啊。这里并不是在哀叹自己被历史年

轮抛弃的痛苦 ,因为他是诗人 ,诗人是时代的号角 ,

是时代精神的有力的传播者。所以他义无返顾地肩

起黑暗的闸门 ,在新的时代承担新的责任 ,在这个角

度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整部诗集的深层感情体验。

诗人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 ,他也没有停留在一己的

爱恋悲欢中 ,在《灾难的岁月 》这本诗集中我们将看

到他接续这种生命体验的具体表征。

现代文学中的许多作家对传统是有意识地反抗

和对立的 ,悲秋情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小

小的支流 ,当然也在排斥之列。时代已经证明他们

很多的否定是极端和片面的。但是戴望舒在《望舒

草 》中却自觉地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沟通 ,没有

简单地趋同于时代的大气候 ,这就更体现了诗人的

理性的独立姿态 ,所以这部诗集到今天还散发不一

般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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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W angshu Gra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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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hopes to reveal “W angshu

Grass”the modern meaning of Beiqiu theme. It points

out that Dai W angshu did not just stay in their own

happ iness and sorrow of love, but consciously com2
bines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Beiqiu cultural theme”

and into a more p rofound life experience as a means of

characte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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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m of Shelley’s poetry

———The perfect com b ina tion of romance

and rea lity, th is life and the future,

tragedy and optim ism
L IAn - guang

(School of A rts, Guangxi N orm al U niversity,

Gu ilin 541004, Ch ina)

Abstract:By analyzing the typ ical poet of Shelley’s

poetry,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ir unique artistic charm:

he inherited the realism tradition of enlightenment liter2
ary as well as making full use of his unique romantic i2
magination which was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 of ro2
manticism poetry. Thus the exposition and critique of

the p resentworld and the expectation of the glorious fu2
ture organically merges into one organic whole. By an2
alyzing his m iserable life and tragedy color’s poetry, it

also discovers the high morale, op tim ism and enterp ris2
ing sp irit was embodied in his poetry.

Key words: Shelley’s poetry; romance and reality;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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