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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五四时期, 新文化运动促使文学走向现代化,国外文学对新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惠特曼以及欧美新旧大陆各种流派对于 五四 当年及其以后的许多诗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惠特曼

在中国 五四 时期的翻译及接受情况,可以看出翻译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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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促使文学走向现代化,国外文

学对新文学 ,尤其是诗歌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诞

生于五四时期的中国新诗来说,它曾经向外国诗歌学习 ,

我们应该把歌德、海涅、雪莱、拜伦、惠特曼以及欧美新旧

大陆各种流派对于五四当年及其以后的许多诗人的影响

加以充分估计而不容否认。[1]可以说 ,中国现代文学是以

新诗革命作为开端的文学革命,是与新诗试验最紧密的结

合在一起的。[ 2]本文就惠特曼在五四时期的译介与新诗的

发展进行分析,试图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借鉴以探讨新诗最

初发展的轨迹。

一、惠特曼在五四时期的译介的时代背景

美国诗人惠特曼是一个质朴的伟大诗人,同时也是现

代诗歌的奠基人,他的诗集!草叶集∀是美国文学乃至近代
世界文学中一部引起很大争议的著作。近百年来,惠特曼

逐渐成为许多学者、作家和读者的研究和师法的对象:欧

洲人很早就重视惠特曼的研究介绍,在我国, 也有不少诗

人受其影响。惠特曼诗歌中那惊人的适用性可以说来自

他诗歌中那些庞杂而又充满矛盾的思想内容、某些朦胧不

清的观点以及模棱两可的语言。因为各种各样的思想流

派几乎都可以从中取其所需,例如在法国,象征派就曾经

有人认惠特曼为 文学之父 ,利用它消极的一面为自己张
目,而自然主义则采用惠特曼的 泛神论 的思想 ,对肉体

与健康地冲撞,以及对 为艺术而艺术 的批判态度,来反

对象征主义。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惠特曼适应了社

会主义者为艺术与社会寻找新出路的需要 ,曾被德国的社

会主义者们引为同志。[ 3]这些都使得惠特曼成为最早的受

世界注意的美国作家之一。

惠特曼进入中国始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革命 ,自 1917

年田汉在!少年中国∀第一卷上发表!平民诗人惠特曼百年

祭∀以来,惠特曼在中国已有 80多年的历史 ,其间对惠特曼

的译介与研究一直都没有中断,惠特曼也成为中国人民所

尊敬和熟悉的世界伟大诗人之一。我们知道,中国自五四

时期整体性的文化变迁后,翻译也随之繁荣起来,任何人都

不会否认,整个 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都受到了翻译出版

这一交流载体的影响。[ 4]而 80多年惠特曼的译介与研究见

证了中国的中国新诗发展和成长的进程。

正当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止步不前时,以胡适

为代表的五四新诗运动却选择了诗界革命倡导者们所提

出的理论为出发点和进攻方向。中国现代文学是以新诗

革命为开端的,文学革命与新诗试验最紧密的,可以说五

四时期的新诗运动与白话文运动是同时进行的。以胡适

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为发端,新文学运动拉开了序

幕,在文学革命的酝酿和发动初期,发难者就直接从外国

的文学运动中受到启示 ,后来 ,胡适提倡并创作白话诗,与

他留学美国 ,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能够站在世界文学的

高度来审视中国文学的进程有很大的关系。胡适早期最

欣赏的英诗是白朗宁的商籁体,但当他留学美国时 (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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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917. 7) ,正值美国现代派诗歌(美国现代诗诞生一般

以 1912年芝加哥!诗刊∀的创办为标志)风行之时,当时美

国的现代派诗歌自由体是他们采用得最多的形式,在不少

作品中总可以见到惠特曼粗犷、雄浑奔放的遗风。胡适后

来也主张写无格、无律、无韵的惠特曼体的自由诗,这是受

到纽约大环境的影响 ,虽圣贤不免也。
[ 5]

二、五四时期惠特曼的译介概况

鲁迅说过,文学运动的萌发, 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

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 。从文学史上看 ,

新诗的探索和尝试是在旧体诗的内部逐渐展开的,即新形

式的因素和萌芽包容和孕育在民族诗歌的母体中,在这个

探索、尝试直至完全成立的过程中,外国的影响有着深刻

的借鉴意义和催生作用,它可以说是诗歌革命的导火线。

所以外国诗的翻译大大触发了本国诗的革新。正如茅盾

所说的,我们翻开各国文学史来,常常看到译本的传入是

本国文学史上一个新运动的导线 ;翻译诗的传入至少在诗

坛方面要有这等的影响发生,据这一点看来, 译诗对于本

国文坛含有重大意义 ;对于将有新兴文艺崛起的民族,含

有更重大的意义。[6]

田汉在文章谈到惠特曼自由诗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时 ,

认为当时正在兴起的新体诗歌是接受了惠特曼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这些文字意味着惠特曼开始介绍到中国的时

间可能要比田汉写这篇文章要早, 但目前尚无资料证明。

而从译介的资料看,惠特曼的译介正是胡适 1917 年 7月

归国后,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才开始的。

1919年 12月 3日在!时事新报∀第三版上的新文艺一
栏发表了署名沫若的一篇译文,翻译的是惠特曼!草叶集∀

中收入亚当的子孙的一首诗:从那滚滚大洋的群众里( Out

of Rolling Ocean Crowd) ,在这首诗后还附录了沫若案,解

释译诗中的最后一句 ,看来在翻译这首诗时, 译者也无法

把握在译语与源语之间文字转换时意义的把握。不过从

文字上看,译者完全用的是白话文进行翻译的,也没有用

中国古体诗的形式,这具有一定的价值。因为在以前,很

多诗歌翻译大多有个 通病 ,即译诗均采用中国的古体诗
的形式,或五言古体, 或四言!诗经∀体,或带兮字的楚辞

体,它们不免使诗歌丧失了原来的韵味,变得本土化了。

徐志啸的近代中外文学关系一书中曾指出 ,真正的白话译

诗,始于 1918 年的胡适,而从郭沫若对惠特曼的译介看 ,

诗歌的白话翻译已经基本成形。五四运动的爆发正是新

文学革命的开始阶段, 在新旧思潮和东西文化融合撞击

下,诗歌的发展理论仍颇争议,而在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

探索中,新诗的创作得以向前发展。

三、惠特曼的创作对新诗的影响

从五四时期到 20世纪的 20年代 ,新文学革命进入了

思想最解放 ,创作最活跃的时期,惠特曼这个自由体诗人

由于与这个时期中国的文学发展有很多契合点,因此紧随

着 1919年郭沫若对惠特曼诗歌的翻译, 20世纪 20年代惠

特曼那清新的∃草叶%才真正开始在中国茁壮成长。
在新诗的创作初期,虽然胡适大力提倡诗歌的改革 ,

但后来被诗评家叫做 胡适之体 的新诗,却永远摆脱不了

清新婉约、欲说还休的旧诗词的老套路。例如胡适得!鸽

子∀就留有浓重的文言痕迹: 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的天

气! /有一群鸽子 ,在空中游戏, /看他们三三两两 /回环来

往夷犹如意 # # # /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 /十分鲜

丽!  其中杂入文言词语 夷犹如意 ,明显得与全诗声调

不合,犹如一个新时代的人同时说着两个不同时代的话。

胡适也说自己 历史辟太深,故不配做革命的事业 。[ 7]其
实当时的新诗表现为在欧化文法中杂糅着旧诗词的格律

的痕迹和融旧诗节入白话。卞之琳说早期的白话诗人 写

旧诗词,是卓然老手,写白话诗,就不免稚气 ,并称这些先

行者,实际上都不懂西诗是怎样写的 ,写起白话诗来基本

上都不脱诗、词、曲的窠臼。而比他晚出,最后抢走他新诗

桂冠的郭沫若就不是这样了。正如后来的象征派诗人穆

木天就新诗发展中郭沫若的地位时说:如果说五四时代是

新中国黎明的新生期 ;如果说五四时代是新中国的文艺复

兴期,那么奏着这个时代的黎明前奏曲的,就是诗人郭沫

若了。[8]

青年郭沫若的法宝 ,便是这个绝对自由的 自由体 和

支持这个自由体的大众哲学的 泛神论 。在他那个时代 ,

中国年轻的诗人,都得有个金发碧眼的洋大师,郭沫若就

注意到首创无格无韵无律,绝端自由的惠特曼了,自此,郭

沫若成为惠特曼在中国的第一位大弟子,他那时在诗坛

上,是具有横扫千军底气势的。郭沫若自己也翻译过惠特

曼的作品。据郭沫若的!我的作诗的经过∀中记载,在五四

运动的冲击和感召下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 而尤其是惠

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

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 ,

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在他的影响下, &&我便做出了

!立在地球边上怒号∀、!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晨

安∀、!凤凰涅槃∀、!天狗∀、!心灯∀、!炉中媒∀、!巨炮的教
训∀,那些男性的粗暴的诗来。[ 9]郭沫若于 1919年下半年

到 1920年上半年,形成了一个诗歌创作爆发期,郭沫若后

来回忆说: 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时,正是五四运动

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

火口,也找到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 [ 10]

从郭沫若的诗歌看,不仅诗歌的主题,风格,而且在意象上

都有借鉴惠特曼诗歌的痕迹。以诗歌的结构为例,我们可

以看到郭沫若开一代诗风的代表作!女神∀就明显带有惠

特曼的痕迹。我们看惠氏喜欢用的 对句法 , 对句法 就
是数目不定的诗行(少则两行,多则七、八行)相呈并列,各

行句式大致相同 # # # 有同义的,有反义的,有堆积型的,有

递增型的。在他的对句结构中,经常还有词语的重复:相

同的或相近的词语重复出现,有句首、句中和句末等重复

形式。如!自我之歌∀第 21节末与一组典型的同位对句结

构,在这一同位对句结构中使用了首句的重复英文的 大

地 连连出现在句首,被置于平行的命令句之间。它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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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诗歌的韵律感,有力地表达了诗歌的中心思想 :他呼唤

大地 ,感谢大地给予它爱情。这种对句结构在郭沫若的

诗歌中也比较常见 ,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就是典型的例

子。这首诗不仅 啊 字在句首不断重复,而且 力 字的使
用也别具韵律。作者想像他立在地球边上放声歌唱,似乎

看到天空中的白云怒涌,而且同时看到了北冰洋和太平洋

的滚滚的波涛,于是他就赞叹宇宙间不断的毁坏和不断创

造,并且用一些热情重叠的词句来歌颂宇宙间的威力了。

这里面好像是对于抽象的力的赞美,然而这种歌颂毁坏和

创造的精神 ,却是五四时期以后才有的新精神。

我们翻开历史,就会发现,新诗的开拓者们把目光不

约而同地集中在外国诗歌的自由体形式上 ,并使它在诗体

大解放的形式革新运动中很快取得优势地位,不仅成了五

四时期新诗的主要格式 ,也成了中国新诗体式的主流。而

从 20世纪 20年代开始,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鲁迅主

编的!奔流∀、叶圣陶主编的!诗∀和郑振铎主编的!文学∀等

刊物相继开始刊登惠特曼诗歌的译作和介绍文章。1921

年 2月 10日的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上刊登了沈雁冰

的文章:惠特曼在法国 ,阐述了惠特曼在法国的影响。而

在 1922年 2月 11日第 28期的!文学周报∀刊载了 (谢)六

逸的!平民诗人惠特曼∀一文;在 1922年 2月 15日!诗∀第

一卷第 2号,刘延陵发表了美国的新诗运动一文 ,这篇文

章明显的是希图从国外的诗歌发展历程,尤其是将惠特曼

的新诗作为中国的新诗理论根据 ,指出惠特曼不但是美国

新诗的始祖 ,并且可称世界的新诗之开创之人,而且不但

启发世界的新诗就是一切的新潮流也无不受他的影响。

中国新诗在文学革命的第一个十年( 1917 # 1927)里,开创

了新诗的传统,在艺术形式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形成

了各自的流派。到 20世纪 30年代,新诗逐渐向现代诗歌

转变。而惠特曼的译介随着时代的发展进展显著。到 20

世纪 30年代,朱复在!小说月报∀1930年 5月号上发表的

!现代美国诗概论∀写道: 惠特曼的题材开创了现代诗人

艺术的先河。 这是中国第一次明确了惠特曼在诗歌发展

史上的地位。

结 语

正如前人所说,一个语种诗可能影响到另一个语种诗,

不一定通过翻译, 在今日世界尤其如此。但是有了翻译,增

加了复杂因素, 如有影响, 情况也有不同, 更有可能产生意

想不到的效果。本文在探讨惠特曼译介在中国的接受时,

试图将中国新诗的发展结合起来, 并从翻译文学的角度看

其在中国诗歌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早在晚清, 文学界最

值得关注的变革是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与文学改良思潮的流

行,由此使得近代文学具有了区别于古代的特质。尽管从

表面看来, 两者取向不同, 一个是追溯传统, 一个是效法异

域,但是正是这两个的合力为五四时期新文学的诞生准备

了必要条件。就中国晚清以来的文学改良运动到五四时期

的新文学, 外国文化思想却是有力的触媒, 因为它一反过去

的 托古改制 的方式, 选择了一条通过广泛吸收和借鉴西

方近现代文学经验来重建民族新文学的途径。到五四时

期,历史发生了转型, 政治如此, 文学亦然。像五四时期以

后,白话文和白话诗的发展, 其轨迹就截然不同。白话文经

胡适提倡以后, 一帆风顺, 很快的完全替代了文言文, 文言

文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 而白话新诗却在对西方文学的译

介过程中, 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并结合中国传统一直不断的

进行探索, 其功过是非只有通过文学史来检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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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lation of Whitman% s Poems and Its Influences on the Chinese New
Poems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TANG Zi

( D epartment of For eig n L anguag es , H uai H ua Col lege , H uai H ua 418008, H unan, China)

Abstract: During t he May 4th Movement, propelled by the t rend of new culture, the Chinese liter atur e began to g o into

modernizat ion. I n the pro cess o f doing so , for eign lit erary w o rks, especially the poems, play ed an impor tant r ole. Many po

ets fr 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g ave gr eat influences on t he creation of the contempo rar y or lat er Chinese poets. Fr om t he

translation and recept ion of Whitman's poems, this influence can be seen clear ly .

Key words: Whitman; the May 4th movement o f new culture; new po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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