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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诗歌的文化蕴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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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是最具正义感和社会责任的艺术家之一。他对近代文明的弊病予以猛烈的

抨击，强调诗歌的救世功能; 他对宗教进行独特的诠释，既怀疑上帝的存在，又勾画出基督教的宇宙层次，展示伊甸

园的理想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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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西·比希·雪莱( Percy Bysshe Shelley，1792
－ 1822) 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有才华的抒情诗人之

一，又是最具正义感和社会责任的艺术家。雪莱的

一生充满了战斗的热情，就像他笔下“永远歌唱着

飞翔，飞翔着歌唱”的云雀，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充

满着信心，认为自由、平等的理想一定会实现。近两

百年来，中外学者对雪莱的艺术成就及思想意识等

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侧重探

讨了雪莱在诗歌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观。所谓

文化观，就是人们对人类社会各种文化现象及文化

成果的观点与态度。雪莱对近代文明的批判，对宗

教的独特诠释，在其诗歌中有着鲜明的体现，是其文

化蕴示力区别于其他浪漫主义诗人的重要特征。

一、对近代文明的批判与诗的救世功能

雪莱是十九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

表之一，他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快速

扩张，工业革命迅猛推进，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们

的道德普遍迷失的特殊时期。
从 18 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虽然大大地

促进了英国和欧洲的生产与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改

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但同时也促使社会结构的变

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趋激化。同时，工

业文明的发展也使人类日益物化和异化，人们成为

失落了心灵家园的流浪者。当代英国历史学家、牛
津大学副校长阿伦·布洛克教授对此指出: “从这

污秽的排水沟里流出了人类工业的最大巨流，浇肥

了整个世界; 从这肮脏的下水道里流出了黄灿灿的

纯金。在这里，人性得到了最完全的，也是最残暴的

发展; 在这里，文明表现了它的奇迹，文明的人几乎

变成了野人。”［1］133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虽然打破了

旧有的社会体制和传统思想，但启蒙思想家描绘的
“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并未真正实现。同

时，启蒙主义把理性奉为至高无上的圭臬，一切都必

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从而扼

杀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纷纷强调诗

歌的拯救功能，他们认为这是从文明泥沼中拯救人

类的重要途径。浪漫主义思想史家马丁·亨克尔

说:“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

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

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

以把 浪 漫 主 义 概 括 为 ＇现 代 性 ＇的 第 一 次 自 我 批

判。”［2］6换言之，浪漫主义诗歌对现代文明作出了第

一次明确的反思和批判。
1821 年，雪莱发表了《诗之辩护》。在文中，雪

莱指出: 诗是吟游诗人摹仿自然的产物，是诗人对客

观生活和主观世界的真实描绘和记录。“诗歌是生

活的真正肖像: 它表现了生活的永恒真理。”“诗歌

是最快活、最幸福的心灵在最快活、最享福的时刻的

记录。”因此，诗也就成为知识的中心。“诗是神圣

之物。它既是知识的核心又是知识的边缘，它包容



一切科学，一切科学都能溯源于诗。它是一切思想

体系的根源，同时又是它们的花朵; 一切都由它而

生，受着它的滋润缀饰。”诗还同时也揭示了现实世

界中被隐蔽着的美，“诗能使世间一切都变为美丽。
原本美丽的事物会因之锦上添花，丑陋的事物可以

为美所点化。它将欣喜与恐惧、快乐与忧伤、永恒与

变幻融为一体; 它冲破一切势不两立的对峙，用它轻

柔的驾驭，使一切对立结伴而行。世间的一切都因

诗的到来而变形，在它的辉耀下，同显一种神奇，成

为它灵气的化身。那是一种神奇的炼金术，能够将

致生于死的毒液，化作可以畅饮的甘露; 它撕毁世界

腐朽陈旧的表象，展露出无遮无掩、宁静沉睡的美，

而这种美恰是人世间一切事物的内在精神。”［3］138

既然诗歌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和功能，诗人也应

受到赞美。“诗人参与创造了永恒之物、无阻之物、
整一之物。”诗人可以透过事实和具体事物的面纱

观察到永恒的形式。“诗人们是解释无法捉摸的灵

感的那种圣师。”“诗人们是世界上还没有被公认的

立法者。”诗人为他人创造了快乐，而自己也是最纯

洁的人。“诗人就象他为其他人创造了最高的智

慧、欢乐、道德和光荣那样，他个人也应当是最欢乐、
最善良、最聪明、最卓越的人……最伟大的诗人是最

洁白无瑕、最智虑明达的人。”雪莱还把诗人和最伟

大的哲学家相提并论，宣称“莎士比亚、但丁和弥尔

顿……是拥有最伟大力量的哲学家”。
雪莱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诗歌创作的实践中

反抗庸俗的世界，在诗意的想像中为人类找到通往

自由和平等之路，找到灵魂的安栖之所。他的诗歌

强烈反抗工业文明，反对工具理性，通过描绘、歌颂

自然和辽远的神话，来对抗冷冰冰的工业文明及这

个不平等的世界。
《致云雀》是雪莱抒情诗中的代表作。云雀，曾

经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经常吟咏的题材。比雪莱年

长二十二岁并早已声名显赫的前辈诗人华兹华斯，

也曾有过与《致云雀》类似的作品，但当华兹华斯读

到雪莱的这首诗时，他自叹弗如。
雪莱在这首诗里以他特有的艺术构思，在生动

地描绘云雀的同时，也以饱满的激情写出了他自己

的精神境界、美学理想和社会抱负。他写道: “你好

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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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再向高处飞翔，从地面你一跃而上，

像一片烈火的青云，穿过蔚蓝的天心，永远歌唱着飞

翔，飞翔着歌唱。”在诗人的笔下，云雀是欢乐、光

明、美丽的象征，在黑夜中呼唤着黎明。诗中模仿云

雀高飞的节奏，愈唱愈亮，愈飞愈高。诗人一面倾听

着云雀的歌声，一边希望自己的歌声也能给人们带

来快乐和希望。雪莱把云雀比作诗人，比作深闺中

的少女，比作萤火虫，把云雀的歌声同春雨、婚礼上

的合唱、胜利的歌声相比，凸显出云雀歌声所具有的

巨大力量。
雪莱的另一个代表作是四幕诗剧《解放了的普

罗米修斯》。诗剧是雪莱移居罗马时创作的，完成

于 1819 年。当时，欧洲神圣同盟和英国贵族资产阶

级的黑暗统治以及它们对人民的残酷镇压，激起了

诗人极大的愤慨。于是，他利用古希腊神话的素材，

创作了这一诗剧，表达自己反抗暴政的思想。
众神之主朱比特在巨人普罗米修斯的帮助下，

登上王位，之后却实行专制统治，给人类带来痛苦和

灾难。普罗米修斯为了拯救人类，从天上偷来智慧

之火。朱比特以怨报德把他锁在鹰鸱难越的高加索

悬崖上，并嘱天鹰每日啄他的心，历经 3000 年。普

罗米修斯坚贞不屈，深信朱比特的末日终将来到。
后来，朱比特果然被打入地狱，普罗米修斯也被大力

士赫拉克勒斯从悬崖上解放下来，整个宇宙光明一

片，人类万物幸福欢庆。
诗剧把普罗米修斯同朱比特的矛盾冲突，把人

类的苦难和解放安置在整个宇宙范围内，使人物驰

骋于天上、人间、海洋和山谷。诗人给剧中的神仙、
精灵、鬼怪以至日月星辰等天体和自然力以人的生

命和思想感情，让它们也投入这场斗争。这种手法

使剧本显得壮丽雄伟，气势磅礴，浪漫主义气息浓

郁。

二、雪莱的宗教观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

种文化现象，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在欧洲

漫长的中世纪历程中，基督教承担了对世界的解释、
司法审判、道德培养和心理安慰等功能。在文艺复

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基督教失去了政教合一的

地位，但在各个方面对欧洲社会依然保持着巨大的

统摄力。19 世纪以后，残酷的社会现实使悲观失望

的人重新回到宗教思想中以寻找精神的慰藉，而浪

漫主义奇谲、唯美的特色也与宗教精神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北京大学刘意青教授曾经指出: “几乎

所有的西方文学作品，都渗透着基督教或圣经的影

响，即使没有明显地取用其内容和人物的名字，它们

也渗透着基督教的善恶观和为人处世的态度。”［4］11

雪莱六岁开始由爱德华兹牧师授业，八岁进入基督

教学校学习，十二岁进入伊顿公学，从小接受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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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育以及浸淫在以基督教为主导的西方文化日常

生活之中，使雪莱的一生与基督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他的作品中也有许多关于基督教的论述。只是相

对于其他作家，他对《圣经》的借用更隐晦和复杂。
在一封致珍妮塔·菲利普的信中，雪莱明确说:

“我反对天 启 教，因 为 我 完 全 相 信 它 无 力 给 人 幸

福———追其根源，可以发现谋杀、战争、不可忍; 我反

对自然神论完全是出于理性。我也曾经是一个自然

神教徒，但从来不是什么基督徒。”这样明确的表

白，再加上他曾经写过一篇《论无神论的必然性》的

文章，雪莱似乎是一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那

雪莱是否真的是这样一个诗人吗?

事实上，雪莱一生并没有抛弃基督教，正如英国

学者安德鲁·桑德斯所说: “尽管雪莱拒绝了＇神启＇
的宗教，但 宗 教 信 条 仍 然 是 他 思 想 中 的 基 本 因

素。”［5］558雪莱意识到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与伪基督

的世俗基督教会是有区别的，并指出:“正好与耶稣

的教义和实践相反，正好与耶稣徒劳无功地竭力想

教导人类的平等精神相反，教会与国家的联合，在所

有因古老而被当作值得尊重的制度中，是最经不起

自由和冷静理智的推敲的，因为它最无益于人类的

幸福。”［6］46

雪莱对基督神性的存在深信不疑。1812 年，雪

莱创作了《不朽的神性》一文对此进行颂扬。即使

在被称为反基督教理论宣言的《麦布女王》的注释

中，雪莱所否 定 的 也“只 是 一 种 有 创 造 能 力 的 神

祇”，承认一种“和无始无终的宇宙同时共存的无处

不在的精神”。著名学者梁实秋( 1903 － 1987) 据此

认为:“其实雪莱并非是无神论者，他是怀疑论者。
他以为主张上帝存在的人应该负起举出证据的责

任，他没有否认上帝的存在，他只是否认举出肯定证

据的可能。”［7］1365

雪莱在《论基督教》中，也并未否认上帝的存

在。实际上，他不仅没有否认，反而还把上帝等同于

一种“力”，是一种“统治宇宙的至高无上的力”。雪

莱认为，支撑人性中那些高贵、尊严与力量的品质，

都听命于“某种更高级、更万能至上的力”，而“这个

力就是上帝”。
随着年龄的增长，雪莱对基督的赞赏程度不断

加深，在其未竟之作《生之胜利》( 1822) 中他甚至把

基督和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认为虽然有很多人在世

时名噪一时，但在历史的车轮下，只有极少数依然不

受尘俗的感染，基督和苏格拉底就是其中不朽的极

少数之一，因为他们是博爱的化身。正是基于此，我

们说雪莱所说的基督教其实是一种博爱之精神，其

灵魂在于爱。
雪莱更企图把博爱之精神、和谐之灵性转移至

人类身上，使人类的平等和自由达到最高境界，从而

构画了一幅未来人类社会的理想图景。在《尤根尼

山中抒情》里雪莱写道: “我们可以在那里尽尝欢

欣，以至连那些天空中的精灵也会羡慕我们，甚至可

能会把许许多多不洁的人们吸引到我们那忘忧的乐

园，但是他们的怨恨会被安恬美丽的环境和会给振

作的。……月光下的所有生灵不久便会悔改那徒劳

无益的嫉恨，而世界将又一次变得年轻。”［8］96

正如研究西方美学历史的学者吉尔伯特和库恩

所指出的那样: “华兹华斯、何勒律治和雪莱，尽管

他们各自的思路有多么不同，但他们都认为: 想象及

其产物———诗歌，就象是果实累累、生命力旺盛的大

树，相反，推理和理性( 狭义上讲的) 则好像是冻得

发僵的植物害虫，或好像是＇冬天发出格格格格响声

的细小枯树枝 ＇。诗歌象征着上帝，相反，功利主义

和谨慎小心则象征着贪欲之神———财神。”［9］534 － 535

雪莱对近代文明的反思与抨击，对伊甸园的理想之

境的勾画和想象，都显示出他不仅是英国文学史上

最有才华的抒情诗人之一，同时又是最具正义感和

社会责任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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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以后，误以为故事中的劳拉才是自己的亲生母

亲，开始深深怨恨艾丽丝，终至酗酒坠楼而亡。艾丽

丝的外孙女始终也没有亲近过艾丽丝，艾丽丝在孤

独与自我谴责中日渐衰老，她不禁感喟，所谓公正女

神也是一个盲神，“他们是持有锋利武器的年轻盲

神。公正女神手里的那把剑，再加上她那块蒙眼的

布，是伤害你自己的良方”。从这个意义上说，艾丽

丝自己也成了一位盲刺客。

三、结语

阿特伍德在小说《盲刺客》中运用大故事套小

故事的结构艺术，娴熟地驾驭了这部“描写不同历

史时期女性牺牲的历史小说”，通过把《盲刺客》中

的科幻故事有机地结合进整个故事框架，以其开放

式的结构与整部小说的开放性形成呼应，充分揭示

了小说《盲刺客》标题的象征意义，丰富了小说女主

人公的人物象征意蕴。在小说中阿特伍德没有将女

性受压迫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男性社会或父权社会

的压制，也并不赞成因为女性是男性社会的受害者

就必将团结一致的观点。通过女主人公艾丽丝的复

杂经历，阿特伍德成功地引导了读者不但要深入思

考“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也要深刻反省
“关于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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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ext Meanings of the Science Fictions in The Blind Assassin

CAI Huan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Yunna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Kunming，Yunnan，China 650031)

Abstract: The science fictions in The Blind Assassin，a bestselling novel by the Canadian author Margaret
Atwood，are rich in text meanings． Firstly，the science fictions are an inseparable component of the whole novel，
whose open structure is a response to that of the novel itself． Secondly，Iris＇ recalling and Laura＇s publication are
both named The Blind Assassin，and therefore，the blind assassin does not only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science
fictions，but also show us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the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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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Culture Viewpoints in the Poems by Shelley

CHEN Wen-zhi，XU Jian-gang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anxia University，Yichang，Hubei，China 443002)

Abstract: Shelley，a British romantic poet，is the most just and responsible artist． He criticized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disease fiercely，and stressed that the poetry has the salvation function． He carried on the unique anno-
tation to the religion，suspected God＇s existence，and outlined Christianity＇s universe level，and demonstrated Gar-
den of Eden＇s ideal．

Key words: Shelley; poems; culture viewpoints; Romanticism; Christi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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