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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诗人叶芝 W. B .Yeats（1865-1939) 比美国诗人惠

特曼 Walt . Whitman （1819-1892）晚出生了将近半个世纪，

叶芝是爱尔兰文化复兴的代表诗人，而惠特曼是为美利坚民

族建构诗学的代表诗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以诗歌

的方式建构本土文化的方式却惊人地相似。

叶芝认为，爱尔兰的神话、传奇和民间文学中蕴藏了

深厚的民族经验和民族精神，“我的大部分作品是建立在古

老的爱尔兰文学上的，古老的爱尔兰文学成了我一生想象力

的主要启发。”[1] 惠特曼诗学的主要特征集中在《草叶集》

中，这位美国诗人宣称，“既充分又真实地记录一个个性， 
一个人，即生活在 19 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的‘我’”[2]，正是

这种意识促使惠特曼通过诗歌来表现美利坚民族的国族意

识。先后九次出版的《草叶集》证明了惠特曼在美国文学界

不可撼动的地位。两位诗人都希望通过诗歌来实现国族建构

的梦想，与惠特曼不同的是，叶芝的重点在于爱尔兰传统的

重构，而惠特曼希望在诗歌中构建出美国本土文化的架构，

从而更好地促进美国人的身份认同。

一、诗歌：爱尔兰神秘传统与北美日常生活

从本质上来说，叶芝的民族主义倾向是典型的文化民族

主义，而非政治民族主义，他主张复兴爱尔兰的语言传统，

比如将爱尔兰的语言杂糅到英语当中，虽然他自己也是用英

文写作，其写作“几乎完全等同于欧洲现代主义文学全盛时

期和英语现代文学的准则和言说方式”[3]，但是他坚持收集

古代勇士传奇和各类爱尔兰本土的具有神秘色彩的传说，提

出种种文化复兴的主张，并且他反复表明自己文化民族主义

的立场，比如他曾宣称艺术和政治是完全分离的两个东西 , 
不应该将它们联在一起。这样一来，政治性和暴力性的话语

就隐匿了，比如他的集子《凯尔特的薄暮》，正是他搜集自

斯莱戈和戈尔韦的神话、传说合集。叶芝还应用了大量的神

秘主义的色彩植入诗歌当中 ，例如《悲哀的牧羊人》：

他大声叫着，要星星从暗淡的

王座俯下身给他安慰，可星星

依然暗自窃笑，一个劲儿歌吟，

于是，“悲哀”称为伙伴的人就高喊：

“灰暗的海洋，听听我最悲伤的传说”[4]

叶芝在这首诗歌中充分运用了神秘主义的传统（当然也

受了斯宾塞等人的影响），“牧羊人”等意象是他希望重构

爱尔兰原乡文化的一个尝试，他心目中的爱尔兰是一种“延

异”的、处于理想状态下的“原乡”想象，而非真实的日常

的爱尔兰，神秘主义在诗行间穿行，叶芝通过非理性的想象

构建爱尔兰的本土文化。

神秘主义传统的诗歌写作是叶芝重构民族想象的道路

之一，与此相对应的是惠特曼，惠特曼的诗歌恰恰是通过日

常生活来建构美利坚民族想象的。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

本身就是一项模糊含混的概念，日常生活具有暧昧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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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验性，和学院知体系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他推出，日常

生活是被所有那些独特的、高级的、专业化的结构性活动挑

选出来用于分析之后，所剩下的“鸡零狗碎”。日常生活研

究不是面面俱到的学院派，而是从多棱镜视角的一个或几个

面向管窥整体 [5]。惠特曼在他的诗歌里充分利用日常生活中

的场景去言说美国的历史、共同体的想象和美利坚民族的自

由、民主特征。比如《自己之歌》的第十五节 ：

风琴台上柔和的女低音在歌唱 ,
木匠在修饰着厚木板 , 刨子的铁舌发出咻咻的声音 ,
已结婚和未结婚的孩子们骑着马回家去享受谢恩节的

夜宴 ,
舵手抓住了舵柄用一只强有力的手臂将它斜推过去 ,
船长紧张的站在捕鲸船上 , 枪矛和铁叉都 已预备好了 ,
猎野鸭的人无声地走着 , 小心地瞄准 ,
教会的执事们 , 在神坛上交叉着两手接受圣职 ,
纺织的女郎随着巨轮的鸣声一进一退

……

这一切都向内注入我的心 ,
我则向外吸取这一切 ,
这些都是或多或少的我自己 ,
也就是关于这一切的一切我编织出我自己的歌 [6]。

由这首诗可以看出，惠特曼将教堂、木匠、农夫、水

手、妇女等角色的日常生活杂糅到语言当中，首先，他对每

个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经验进行宏大的叙事和描绘，在这种

描述之中，美利坚民族自然而然成为一个无法分裂的整体，

这些日常生活幻化成了美国土地上新世界的图景。其次，惠

特曼的诗歌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消解了，在他的诗歌语言

中，何种职业和何种国籍背景的人不重要，他们都在为日常

生活努力，都在北美大地上劳作，这样的叙事难怪有研究者

认为可以与生态美学相关联，每个美国人的物质生活和精

神生活，至少在价值观方面都是趋于统一的，惠特曼推崇的

是林肯所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社会机制，因

此在《草叶集》中随处可见民主、自由、等同的生态景观，

这也是诗人契合其意识形态而得以再版多次的原因之一。

第三，惠特曼的诗歌消解了美国选择遗忘的历史，殖民、开

拓、屠杀、垦荒、驱逐等等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被

遮蔽了，惠特曼选择建构美利坚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因

此美国建立的艰难历史和叙事当下的日常生活之间是断裂

的、非延续的。于是，从诗歌的内容上不难看出，叶芝和惠

特曼的差异在于神秘主义传统和日常生活的表述。

二、诗学：语言重建与共同体想象

如果从叶芝的诗歌来看“语言重建——想象的共同体重

建”这个链条的话，显然，叶芝所致力的正是通过语言工作

明确地表达一种苦难经验，这个苦难经验是志向于复兴的。

爱尔兰在 12 世纪 50 年代由教皇割让给英格兰国王亨利二

世，这就是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差异所在，假设殖民能通过

土地来颠覆现行机制的话，后殖民（即叶芝和其他现代诗

人）所处的时代，他们无可选择地放弃“土地”这个机制而

选择用想象和语言来建构一种民族意识。如果说大不列颠的

观念是在帝国主义慢慢消解之时还想延续往昔在体制、观念

上的优越，爱尔兰观念正是经历过殖民历史后重新寻找的一

个新的体制和观念。英国传统可以概括为实用主义，爱尔兰

的观念可以表述为理想主义。

叶芝正是通过想象和语言来反抗英格兰的殖民历史， 
如第一个章节所述，他是文化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文化

民族主义具有与众不同的目标，与众不同的政治——国家共

同体的精神重建，而不是仅仅自治国家的成立。”[7] 叶芝通

过诗歌与语言致力于重建爱尔兰传统，他用英语来创作 , 这
似乎看来是一种悖论，然而他的英语写作中透露的含混性和

隐喻性恰恰证明了他的立场。另外，毫无疑问叶芝受益于盖

尔口语传统，他在日常创作中有意地将英文变形为爱尔兰式

的挪用、转换、变形、嫁接和重塑 , 试图杂糅成一种混有传

统盖尔语发音、 语法和词汇的写作语言，在这项工作之外，

叶芝还在晚年主张强行推广爱尔兰语，以维持年轻人与爱尔

兰语言传统的联系，他始终具有爱尔兰的文化品格，并对自

己生长在英语环境下感到不满。

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传统来说，诗歌语言和戏剧语

言都是与其密不可分的。叶芝对爱尔兰戏剧复兴所做的努

力也是巨大的。他曾经在都柏林建立阿比剧院 (The Abbey 
Theatre)，其目的在于推进爱尔兰的本土戏剧复兴，这是一

种有别于大不列颠的戏剧传统，叶芝从凯尔特神话和民间传

说中提取素材，用诗剧的形式予以表现。与此相关的历史事

件是，在 1909 年爱尔兰的国家会议上，两位领导人的分歧

是是否将爱尔兰语强制性地置于国家大学的入学考试中。两

者一个为文化民族主义，一个为政治民族主义，有着不同的

主张和途径，但目的都是爱尔兰复兴，叶芝的做法显然等同

于前者，将重建爱尔兰传统的理想寄托在语言、诗学、戏剧

样式之上。

再来看看惠特曼的选择。他也是美利坚民族的吟唱者，

他希望《草叶集》这本代表作成为一种讴歌民族精神与前景

想象为主体的政治话语，值得注意的是，和叶芝的爱尔兰民

族想象不同，“美国民族”是新生的，以往不存在的族群建

构。

首先，惠特曼尽力使得这个天然并不存在的族群成为

现实，他的做法置于历史语境中是可以理解的，美国在建立

之初便是一个多元化、自然化的族群社会，虽然迁移导致不

同的的生活习惯和价值体系，但是民族问题的冲突天然是不

存在的（种族主义除外），因为很难发现一个民族存在于美

国某一个特定的地域，这样一种初始的国族认同产生了，而

后来的移民迁徙过程中默认了这一格局并且融入美国社会。 
因此惠特曼的政治性话语及他的诗歌很容易被美国主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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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其意识形态所接纳。

其次，惠特曼的《草叶集》又契合了“公民意识”和

“平民生活”，在欧洲大陆的文学中，文学很难逃脱贵族的

藩篱，即使有田园式的语言写作，也不过是一种贵族化的俯

视和归隐，但是，在美国的语境中就大为不同。惠特曼选择

“公民”和“平等”等意识形态话语创造一种日常的诗学，

如第一个章节的论述中提到的，日常生活可以占据诗歌叙事

的主体地位。

第三，惠特曼的语言特质是粗浅、颠覆欧洲传统的。他

既然选择采用语言和诗学想象出一幅 19 世纪美国画卷，那

么，他对语言的选择也是不容忽视的。他摈弃了西欧文学传

统中的音律规则和高雅韵感，用自由的体制进行诗歌创作

（当然，不排除有些研究者认为惠特曼的诗歌具有强烈的音

乐美感），他晚年在《回顾》一文这样回应：“这是一种感

情或雄心，要以文学或诗歌的形式表现并忠实、不妥协地表

明……当今的美国的重要精神和事实——并在比迄今为止的

诗和著作更加真实、更加完整的意义上来开拓这种与地点和

时间一致的个性。……只唱关于美国和当今的歌。现代科学

与民主政体似乎已向诗歌提出了挑战，要求在诗歌中得到表

现，以示与过去的诗歌和神话截然不同。”[8]

三、异同之概说：两位诗人自身的国族观

如果说前两个章节从诗歌内容、诗学建构、语言重建上

论述二者之差异，那么顺着这个脉络延续下去，最为本质的

论题——叶芝和惠特曼自身的国族意识不容忽视，本文将从

生活经验、现代性、意象写作等方面来关照他们的国族意识

之异同。

首先，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和建构与两个诗人的人生

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从这个角度进行观照，更能充分

地发掘诗人的国族意识之形成的催化因素。叶芝于 1864 年

6 月 13 日出生在都柏林，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担任过爱尔

兰教堂的教区长，他的父亲是一个画师，没有宗教信仰。叶

芝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爱尔兰西部的港口城镇斯莱戈度

过的，那里的景色后来成了他许多诗歌的背景，叶芝与那里

的渔民谈天，听他们讲故事，后来成了他创作民间故事的源

泉。值得注意的是，盖尔语传统正是存在于爱尔兰西北部的

乡村。1884 年，他在父亲影响下想成为一个画家，1886 年，

他开始专门从事诗歌创作。而惠特曼的生命体验和叶芝截然

不同。惠特曼 1819 年生于长岛的一所农村家庭，有八个兄

弟姐妹。他只读过六年书，然后在印刷厂当一名学徒，他靠

自学来阅读作品，曾在乡村学校执教、办报纸、做自由撰稿

人。不同的家庭背景造成了他们写作与国族观念的不同。叶

芝由于受到爱尔兰传说和西北部本土文化的熏陶，才致力于

重建这一传统，而惠特曼由于底层的生活背景，才着力于对

日常底层生活的书写、有意彰显民主自由的美国精神。

其次，从两人对诗作中的现代性的践行可以看出两者的

国族意识，前提是多数研究者认为的那样——叶芝和惠特曼

的诗歌中具有现代性。惠特曼被称作“意象派”的先驱，而

叶芝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象征手法上，“叶芝的现代主义不

同于艾略特的现代主义 , 其现代主义是其诗艺从浪漫主义发

展到象征主义 , 再结合爱尔兰及欧洲历史传统和政治现实的

自然过渡 , 无疑具有现代性。”[9] 象征诗学体现了叶芝的民

族观念，因为他显然更愿意从传统的象征库中引经据典地寻

找意象，而拒绝从现实生活中提取意象，因为重构传统刚好

是叶芝诗学的目的所在。

“遥远的、秘密的、不可侵犯的玫瑰呵，

你在我关键的时刻拥抱我吧；那儿，

这些在圣墓中或者在酒车中，

寻找你的人，在挫败的梦的骚动

和混乱之外生活着：深深地

在苍白的眼睑中，睡意慵懒而沉重，

人们称之为美。你巨大的叶子覆盖

古人的胡须，光荣的三圣人献来的

红宝石和金子，那个亲眼看到

钉穿了的手和接骨木十字架的皇帝

在德鲁德的幻想中站起，使火炬黯淡，

最后从疯狂中醒来，死去；还有他，他曾遇见

范德在燃烧的露水中走向远方，

走在风中从来吹不到的灰色海岸上，

他在一吻之下丢掉了爱玛和天下”[10]

这首诗中叶芝使用了玫瑰、圣墓、露水、宝石、十字架

等大量的复古的意象，传奇式的写作贴合经典而远离日常生

活，叶芝同时采用了盖尔传统中的神秘主义注入诗行，这为

爱尔兰精神及文化的重构提供了一个诗学基础。

关于意象的使用，惠特曼刚好采用了相反的途径，惠特

曼的诗歌中大量地书写杂糅的画面和意象，然而都是从日常

生活或者自然环境中得来的，并且是拒绝欧化的美利坚意

象，比如牧师、农夫、动物、植物、肉欲、新世界等等。例

如《我俩，我们被愚弄了这么久》：

“我们就是大自然，我们离开这里已经很久，

但是如今回来了，

我们变成植物、树干、树叶、树根和树皮，

我们被安置在地里、我们是岩石，

我们是橡树，我们并排地生长在林中的空地，

我们吃草，我们是野牛群中的两只，如大家一样自然，

我们是在海中一起游泳的两条鱼，

我们是刺槐的花朵，我们早晚在小巷周围散发香气，

我们也是兽类、植物、矿物的粗劣斑点，

我们是两只肉食的苍鹰，我们翱翔在高空，俯视下面，

我们是两个灿烂的太阳，我们在像星球般平衡着自己，

我们是两颗彗星，

我们张牙舞爪地在树林巾梭巡，我们向猎物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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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午前午后在上空奔驰的两朵云，

我们是交混的海洋，我们是两个欢乐的浪头，

在互相浇泼和连环翻滚，

我们是大气、明澈而善于接受，有时能穿透，有时不

能，

我们是冰雪，雨水，寒冷，黑暗，我们是地球上的每种

势力和产品，

我们绕了一圈又一圈，最后我们又回到家里，

我俩，

我们避免了一切，除了自由和我们自己的欢欣。”[11]

惠特曼就是用万物的意象来构建“自由”和“欢欣”的

美国大陆，橡树、草、苍鹰、矿石、猎物、云等意象都是诗

人生命体验中奔腾的元素，他既对日常生活进行叙事，也对

自然中万物进行书写和描绘，从而颠覆欧洲传统诗学中的严

肃和韵律化，另外，他对《草叶集》的诗化阐释也表明，书

本知识与既定习俗统统被惠特曼否定，他的民间化的现代性

为美利坚民族的想象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后盾。

本质上来说，语言和诗学是建构国族想象的一种无冲

突的路径。如果说叶芝是重构爱尔兰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

者，那么惠特曼就是当之无愧的美利坚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开

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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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Poetics and Nationalism
Construction: A Comparison of Whitman and Yeats

Yang Yanqing

Abstract: Both Irish poet Yeats and American poet Whitman constructed a nationalism in their own poetry. Yeats is a 
leader of Ireland’s national poets and Whitman is a singer for the American nation. It is certain that the nationalism as found in 
their poetry is of research value. This paper sets out to look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ry construction and nation construc-
tion and captu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nationalism in their poems. It then analyzes their attitude to national tradi-
tions and efforts in nationalism construction. Finally it summari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nationalism reflected in 
their po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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