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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美国诗歌中"布拉兹特里特)泰勒)
弗瑞诺等人的诗歌大多为抒情短篇" 以描写人物

为中心的直接再现生活的叙事性诗篇并不多( 惠

特曼*1819$1892%才思横溢"其诗尤以抒发激情)
驰骋想像)表现自我为显著特色( 但是"在他的&草

叶集’ 中有数十首以描写客体人物为主的叙事性

诗篇"却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惠特曼的叙事性诗篇"没有长篇巨制( 惠特曼

饱经忧患"阅历丰富"到过不少城市乡村"接触过

各式各样的人物"其记人的诗篇取材广泛"命意新

颖"别开生面"不落俗套+在反映社会生活上"也自

有其新的演进和开拓( 诸如 &百岁老人的故事’)
&父亲"赶快从田地里上来’)&牢狱中的歌手’)&老

水手科萨朋’)&奥西拉’等"把诗笔挥向了前人和

同时代人所没有涉猎的地方" 这无疑体现了诗人

的创新精神" 也说明了诗人的诗歌具有超越前人

和同时代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一$以见证人的身份叙事写人

这类诗议论成分少"叙事成分多"诗人常常以

见证人的身份"讲述他所目睹和亲历的故事"描述

他所接触的人物( 有时"诗人也作为一个人物在诗

中出现"但他较少直接抒发个人的感想"其感情和

态度主要体现在客观的陈述中( 与抒情诗主要以

景和物为诗歌材料不同"这些诗是以事件)情节或

场面为主干的(

如&埃塞俄比亚人向军旗致敬’写美国国内受

压迫的少数民族人民在南北战争中对联邦军队的

拥护"诗中的埃塞俄比亚人指的是黑人( 诗人首先

为我们描画了这位黑人的相貌( 她是一位,已老迈

得不成人形-的,黑色的妇人-",光着-,瘦削的脚"
长着白色的鬈发"包着头巾-[1]*P594%( 当美国联邦军

队的旗手向前走动的时候"她从茅屋的门里走出"
向大队致敬"向旗帜致敬( 以下借她的口讲出了她

向旗帜致敬的原因.,我的主人已使我离开我的父

母一百年"还是一个小孩子"他们就捉住了我"如

同捉住野兽一样" 于是残酷的奴隶贩子带我到这

里来"横渡过海洋( -[1]*P594%诗人当然是同情这位黑

人妇女的"不过他又好像并不怎么了解她"以致最

后几行提出了疑问"给人以不够亲切的感觉( 但通

篇来看"这是&草叶集’中惟一专门写黑人的诗"它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惠特曼对于黑人的基本态度和

认识( 同时在描写人物时"既有外貌描绘"也有语

言描写"形象是十分饱满的( 诗人可能实际见过这

样一个黑人妇女对联邦军队表示欢迎和敬意"所

以才写得这样生动而真切( 在诗人笔下"黑妇人的

淳厚)热忱和率真"是令人经久难忘的(
&驯牛者’主要通过驯牛师与那些公牛亲密无

间的关系来写驯牛师过人的驯牛技艺( ,它们那样

地望着自己的驯养者$$$盼望他靠近它们$$$它

们那样回过头来看着他离去/ -[1]*P745%读到这里"使

人不能不对驯牛师油然产生钦佩之情( 这就使这

!"



位 技 艺 超 群 的 驯 牛 师 的 形 象 自 然 而 然 地 矗 立 起

来! 在当时的美国"驯牛师是为上层社会所不齿#
为流俗所轻贱的人物"在惠特曼之前"很少有诗人

写到他们! 惠特曼的这首诗"以赞赏的笔调为一位

驯牛师树碑立传是很有意义的!

二!客观地描述人物及其生活场景

别林斯基说$叙事诗歌%是一种客观的#外部

的诗歌&[2]’P306(! 惠特曼笔下的人物"多为诗人当年

所见所闻" 或与之有过接触交往! 他了解熟悉他

们"能在实际的生活体验和观察中"选取和提炼足

以反映他们面貌的情节和生活片断" 因而写来便

能质朴真切"不需多余的议论"主要用事实说话"
即可使其人其事真切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如)父亲"赶快从田地里上来*写一个美国南

北战争时期因失去年轻儿子而痛不欲生的母亲"
使我们如见其人! 这首叙事诗情节很简单$前线的

儿子来信了"全家都来到门前看信"但发现那不是

儿子亲笔写的"代笔人说他受了伤"已送往医院!
母亲看了信十分惊恐" 可她还不知道这时儿子已

经死了! 就是这样一个小故事"经过诗人的精密构

思和巧妙安排"构成了一个动人的艺术品! 诗人捕

捉一些典型细节"着力描写母亲这一形象! 如听到

儿女呼唤而急忙回家看信"尽可能快些走"但不祥

的预感使她步履不稳"甚至来不及理顺头发"把帽

子戴正! 当她看到信是别人代写的时候"%面色惨

白#头脑迟钝 #四肢无力"斜倚着门柱! &[1]’P561(最后

写这位母亲得知儿子已死后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半夜醒来时总是哭着" 并想追随儿子到另一个世

界! 诗人笔下的这位母亲"极为疼爱自己的儿子"
感情丰富而细腻" 真挚的母爱令人感动! 1862 年

12 月"惠特曼的弟弟乔治在前线受伤"他的母亲和

家中的几个妹妹也有过相同的经历" 这有助于触

发诗人的灵感"强化他的激情和艺术表现力!
)牢狱中的歌手* 写著名歌唱家巴丽帕+罗

莎! 纽约有个辛辛监狱"据说惠特曼常到那里去替

犯人写信! 1869 年冬天"巴丽帕+罗莎到监狱里举

行了一次演唱会! 这首诗便是赞颂那次演唱会的!
诗歌写出了音乐会的场景和气氛# 犯人的精神面

貌#他们听演唱时的反应以及对歌唱家的态度! 同

时准确而生动地描写出了那位女音乐家特有的风

度#神态以及演唱效果! 在诗人笔下"女音乐家风

度高雅"神态端庄"对罪犯赋予理解#宽容和爱心"
她%安祥地走着,两手各抱着一个幼小的纯洁的孩

子" 她把这两个孩子放在讲台上她身旁的凳子上

坐下"开始用乐器奏了一个低沉而悠扬的前奏"接

着便用压倒一切的声音"唱出一首古雅的赞歌! &
%歌者停止了歌唱" 她的明澈安祥的两眼的一瞥"
扫过了所有那些仰望着的面孔" 扫过由囚犯的颜

面"千差万别的#狡狯的#犷悍的#伤痕累累的#美

丽的颜面所组成的新奇的海"然后她站起来"沿着

他们中间的狭窄的过道走回去"在沉默的空气中"
她的衣衫窸窣地响着"触到他们"她抱着她的孩子

在黑暗中消失了! &[1]’P703-704( 她具有极高的演唱水

平"其歌声具有大义凛然#撼人心魄的力量$%这时

囚犯和武装的看守都寂然无声" 囚犯忘记了自己

在监狱里"看守忘记了他们的子弹上膛的手枪"一

种沉默而寂静的神奇的瞬间来到了! 随着深沉的

哽咽和被感动的恶人的低头与叹息" 随着青年人

的急促的呼吸"对家庭的回忆被唤起,母亲的催眠

的歌声#姊妹的看顾#快乐的儿时+++长久密闭的

精神重新苏醒了! &[1]’P705(在诗人笔下"一个富有爱

心#演唱水平高超的女歌唱家的形象跃然纸上!

三!善于捕捉人物的特征

惠特曼之所以能写谁像谁"使人物真实可信"
就在于他写人物时能抓住其特点和表征! 如写黑

人妇女突出她的淳厚#热忱和率真,写阵亡士兵的

母亲突出她失去儿子的悲痛和母爱, 写狱中歌手

突出她的风度#神态和高超的演唱技巧,写运动员

突出他健美的身姿等" 并不是繁琐地记录人物的

一切"而是针对不同的人物各有不同的侧重! 惠特

曼笔下的人物"常常性格鲜明"神采飞动! 如)濒死

的老兵*"诗人紧紧抓住他%古怪粗鲁&#%魁梧"勇

敢"整洁"暴躁"不善言谈"颇有点唯灵论的精神&[1]

’P1002("向往战斗生活等性格特征"通过他的临终遗

嘱加以刻画$
!让我再回到我的战争年代去吧"回到那些情

景和场面###去组成战斗的队伍" 回到那些在前

头搜索的侦察员当中" 回到加农炮和冷酷无情的

大炮所在之处" 回到那些带着命令策马飞奔的副

官那里"回到那些受伤者和阵亡者身旁"那紧张$
焦急的气氛"那些刺鼻的气味"硝烟"震耳欲聋的

响声%去他的吧& 你们的和平生活###你们对和平

的欢乐&把我从前那狂热的战斗生涯还给我& !"#’$%&&’(

一个人在临终之前"所牵挂的不是妻子儿女"
也不是遗产分配"而是对和平生活的厌弃"对以前

狂热的战斗生涯的热烈向往" 希望仍能当一个士

!"



兵!继续在沙场上驰骋" 通过这些充满战斗激情的

话语!凸现了老兵粗犷#英武#勇敢的个性!使人物

血肉饱满!鲜活动人"
$火花从砂轮上四出飞溅%准确而生动地勾勒

出了一幅磨刀老人街头磨刀的画面&’在靠近石板

道的大街边缘! 一个磨刀匠在操作砂轮磨一把大

的刀子!他弓着背!运用脚和膝头!以整齐的节奏

将磨石迅速旋转!以灵活而坚定的手抓着刀子!认

真地把它按近石面!于是!像一股充沛的金黄的喷

泉!火花从砂轮上四出飞溅" (!"#)$%&’*诗人抓住人物

的个性浓墨烘染!突出了老人专注#勤劳#敬业的

性格! 为我们留下了老人真实可信的生活剪影"
$黎明时军营中的一景%分别抓住三个阵亡士兵的

个性进行刻划" 第一个是’上了年纪的人!那么干

瘦而阴冷!头发灰白!眼睛周围全枯陷了([1])P569*" 第

二个是’双颊犹红的可爱的小伙子([1])P570*" 第三个

是’一张既不幼小也不衰老的脸!非常镇定!像嫩

黄的牙雕那么美丽([1])P570*" 写不同年龄的人物能抓

住与之相符合的外貌特征进行刻划! 足以见出诗

人笔锋的锐利和描写的细腻"

四!以形似追神似

惠特曼写人物形象! 不仅能抓住其独有的外

貌和行动!又注意展示其内在的灵魂!既重视写外

形!又重视传达精神!且能借外形写精神!以追求

精神实质上的相似为目的"
如$老水手科萨朋%一诗!写的是惠特曼小时

候从母亲那里听来的一个真实故事!因为’荷兰人

科萨朋(就是惠特曼的母亲的曾祖父" 一首以故事

为题材的小叙事诗! 要写得既简练而又生动逼真

是很不容易的" 特别是其中的人物!很难像小说那

样精描细写" 诗人的成功之处在突出了人物的典

型特征!写出了他的精神面貌" 老水手一生与海洋

打交道!最关心海上的风向!尤其是船只出海时的

情形" 他行将辞别人世!但他离不开海洋" 他整天

坐在小山上观望海上的船只!关心他们的运气" 当

他看到那只’被狂流冲击大大偏离了航线([1])P983*的

’双桅船(在挣扎时!他着急了!目不转睛地注视着

它" 直到风向转变!小船的命运转危为安!他才松

一口气! 不禁自我宽慰地念叨&’她自由了+++她

在奔向目的地([1])P984*" 就这样!他安然离开人世!告

别了海洋" 这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对于一生向往

海洋和经常将人生比作航程的惠特曼来说! 在他

老年窘迫的境遇中写到这个故事# 写到老水手这

句临终之言时!他又倾注了多少自己的感情!赋予

了多么深长的意义,
再如$奥西拉%写美国印第安人中摩斯科格部

族在 19 世纪 30 年代进行的一次反抗白人奴役者

的英勇战斗" 年青勇敢的首领奥西拉在兵力强大

的敌人围剿下坚持苦战了七年!最后兵败被俘" 尽

管大夫和军官们尽可能地宽容和照顾他! 但他还

是十分厌恶囚禁生活!终因忧伤过度郁闷而死" 诗

人抓住他临终之前的细节!对人物进行刻画" 由于

身体极度虚弱!只得慢慢地从地铺上支起身子!穿

上军服!并按照本民族的习惯进行化妆!而且微笑

着默默地与所有人一一伸手诀别" 这可以看出奥

西拉顽强的毅力和高雅的风度" 当他弥留之际!还

’紧紧地抓着他那战斧的柄把(!’而那最后的目光

紧盯在妻子和小儿女身上([1])P1053*"这似乎平淡无奇

的点睛之笔展示了奥西拉不屈不挠的性格# 高尚

的情操和纯美的心灵" 惠特曼对印第安民族十分

同情! 他的书房墙壁上就挂着一幅石版画的奥西

拉肖像" 正因为有着这种情感基础!这首诗才写得

如此动人!人物形象给读者的印象才如此深刻"
$百岁老人的故事%正面歌颂布鲁克林战役和

战斗英雄" 诗人刻画了一组英雄群像!其中将军华

盛顿的形象最为突出&’将军周围罗列着他的参谋

人员!他站在当中!他举起他那出鞘的宝剑!那宝

剑全军都看得见!在太阳下银光闪闪" ([1])P550*将军

一登场亮相!就给人以威武雄壮的印象" ’将军就

从这座小山上观望着他们(!’我看见将军汗流满

面!我看见他痛苦地绞扭着双手" ([1])P552*这是写将

军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指挥军队拼死战斗!企图

杀出重围而未成功的情景!其’汗流满面(#’痛苦

地绞扭着双手(写出将军为战斗失利而自责!为士

兵阵亡而痛心的心态" ’我的将军!在敌人满以为

手到擒来的时候!悄悄像个幽灵般撤走了" (’我在

河边看见了他!他在火把照着的渡口下首!正督促

运载兵员的船只-我的将军等待着!直到所有的士

兵和伤员都过河了!那时候(恰恰在日出之前)!我

这双眼睛才最后一次地向他注视"([1])P553!554*这是写

将军最后一个撤离阵地!展现了他爱兵如子#先人

后己的美好心灵" ’然而我的将军在我面前走过

时!当他站在他的船上!眺望新升的太阳!我看到

了一种与投降相反的意向" ([1])P554*这是写将军坚忍

不拔的性格"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惠特曼写人注

重性格!能对人物个性作多侧面的较深的刻画!并

能展现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 因而能使人物形

!"



象血肉丰满! 文学作品中的正面人物"之所以能拨

动读者感情的旋律"不仅在于他有美好的外观"尤

其要有高尚的心灵! 惠特曼写他所钟爱的人"颇能

注重显示人物的内在美" 这是惠特曼诗中的人物

之所以亲切感人的重要原因!

以见证人的身份叙事写人" 客观地描述人物

及其生活场景"捕捉有代表性的性格特征"借外观

写心灵等" 都是惠特曼以写人为中心的叙事诗篇

的重要特色!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惠特曼诗艺的

丰富性和多样性! 其写事记人的篇章"继承了前代

叙事诗的经验和传统" 但无论题材和人物都不与

以往的诗歌重复雷同" 而善于别开生面" 时出新

意"给人以新颖之感!
一是来自生活! 惠特曼的这些诗歌"既不是诗

人的闭门造车"又不是旧货翻新"而是产生于深厚

的现实土壤之中! 没有他辗转各地#生活困顿#事

业屡遭磨难的经历"他就很难有如此广阔的视野"
也就很难在头脑中孕育出如此众多的人物形象!
只有在丰富的阅历和生活体验基础上提炼素材"
摄取形象"才能描绘出各式各样的特定人物!

二是饱含深情! 情感是诗歌的胚胎! 叙事诗也

离不开感情要素"所不同者"叙事诗的感情依托于

情节#事件"融合于形象铸造之中! 惠特曼对他诗

中的人物"不仅十分了解"而且怀有很深的感情"

如他对战士的热爱" 对印第安人的同情" 对有志

节#有技艺的人物的饮佩等等"都是流露于字里行

间的! 在$驯牛者%中"诗人于篇末说&’我承认"我

嫉妒这位沉默而不识字的朋友的是他的魅力"他

一生在农场为上百头牡牛所热爱"在平静的牧区"
在北方遥远的县里! ([1])P745*诗人为驯牛者的技艺所

折服"以致产生嫉妒的心理"可见诗人对他是多么

钦佩+
三是大胆创新! 惠特曼在文学上既有赋予美

国文学新的个性的雄心壮志" 又有高度的艺术修

养! 他的叙事性诗篇"多采用伸缩性较大的自由诗

形式"多用白描写法"语言平易自然"哲理成分较

少"而生活气息较浓! 这些特色既与欧洲叙事诗歌

不同"也与惠特曼的另一些诗篇不同"这是由其描

写对象和内容决定的! 惠特曼敢于打破当时美国

诗坛欧洲诗歌一统天下的局面" 广备众体而又能

出奇无穷"独抒新意"具有自己独特的面目"从而

开创了能代表美国诗歌最高成就的一代诗风"这

在美国诗史上是十分可贵的" 也是值得学界深入

研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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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Whitman's Narrative Poems Which Center on Characte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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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Whitman's narrative poems which center on characterization are the narration and the

characterization in an eyewitness perspective, the objective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location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charal-

ters'most striking features and the depiction of the soul through the external form. The success of this writing style is owned to the

resources of life, his deep love for the characters in his poems and his unique poetic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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