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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惠特曼的写景抒怀诗,再现了美国山河的壮美, 展现了战争场景的雄阔, 体现了诗

人爽朗的襟怀, 以生动的描绘、浓郁的抒情和警策的寄意寓理取胜,具有不可忽视的美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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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特曼的写景抒怀诗中, 特别鲜明地体现着诗人的

个性和气质。马克思恩格斯曾谈到,对于写作 我只有构成

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 , [ 1] (P7)而不能用别人的风格来表

述。这就说明文学贵在有诗人自己的 精神个体性 。唯其
如此, 诗人的独特风格和艺术独创性才得以形成和显现。

惠特曼是富有独创性的诗人, 他的写景抒怀诗的个性化特

征是十分鲜明的,这也正是他的这一部分诗歌具有特殊的

艺术魅力的重要奥秘之一。

一

惠特曼喜爱纯洁明净的大自然, 对大自然的奇妙美好

有敏锐的觉察, 善于抓住它不同的特点捕捉形象, 加以描

绘,在诗中留下了一幅幅具有美国乡土特色的风景画, 向读

者展现了美国山河的壮丽多姿。

惠特曼自幼在海边长大,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以致

于他的第一次创作冲动就与大海有关。在他的写景抒怀诗

中,绝大部分是描写大海景色的。他特别喜欢海浪, 对海浪

的宏大气势体味最深,刻画得也最为逼真。如!巡视巴涅格
特∀ :

风暴那样凶猛,那样凶猛, 海浪高耸着奔腾, 疾风

使劲地咆哮,伴随着不绝的低声咕哝, 恶魔狞笑般的叫

喊一阵阵刺人心魄, 隆隆飞滚, 波涛, 大气, 午夜, 它们

三方联合作粗暴地鞭打, 乳白的浪峰在暗影中向前飞

奔,雪浪喷涌着, 狠狠地扑向海滩上的泥沙。[ 2] ( P438)

在凶猛的风暴的激荡下,高耸的海浪像脱缰的野马, 狠狠地

向海岸猛扑。诗人将风暴和海浪交插描写, 使两者相互映

衬,充分表现了海浪的巨大声势。惠特曼对海船饶有兴趣,

也特别敏感,如!船启航了∀:

看哪, 这无边的大海, 它的胸脯上有一只船启航

了,张着所有的帆, 甚至挂上了她的月帆, 当她疾驶时,

船旗在高空飘扬,她是那么庄严地向前行进, # # # 下面
波涛竞涌,恐后争先, 它们以闪闪发光的弧形运动和浪

花围绕着船[2] ( P30)。

在大海的胸脯上,一只海船张开所有的帆破浪前进, 波涛以

闪闪发光的弧形运动和浪花围绕着它 ,船上的旗帜在高高

飘扬,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船行图! !在海船后面∀则好像

不是写海船本身, 更没有从正面去写它, 而是从后面观察它

的航迹和尾波翻卷追逐的神态:

下面是无数的波涛在汹涌,扬着头, 不停地向船的

航迹驰骤,海浪沸腾着, 喧嚣着,欢快地窥探着, ∃∃活
泼地哗笑着, 划着弧线, 奔向旋转的激流, ∃∃海船经
过后的航迹,在太阳下闪烁、嬉游,像一支驳杂的队伍,

带着泡沫的斑点和碎屑。[ 2] ( P439)

多么活泼、欢快的水波和浪涛啊! 这些情景, 有力地衬托出

海船乘风破浪的神态, 突出了它浩浩荡荡、勇往直前的英

姿。惠特曼在!海市蜃楼∀一诗中, 为我们描绘了海市蜃楼

的奇幻美景。诗中始则城市风光,继则乡村风景, 最后又出

现法庭上的审判等场面, 充分体现了海市的缥缈奇幻。惠

特曼喜爱大海,对渔民捕鱼的情景也情有独钟。如!巴门诺
克一景∀一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热闹的捕鱼图。鱼群出现

前的静静等待, 鱼群出现后的有条不紊地围捕,捕获到鲱鱼

后的丰收景象, 没有对渔民生活的由衷喜爱和深切的体验,

是难以如此真切地形诸歌咏的。

惠特曼喜爱海洋, 也喜爱城市和乡村风光。他自称既

是自然的诗人,也是城市的诗人。当时的浪漫主义诗人们,

以及美国的爱默生和梭罗, 都把创作视野由城市转向了农

村, 而他却在钢铁时代的纽约放声歌唱, 既歌唱大海、草原

和雄鹰, 也歌唱钢铁建筑物、百老汇和商店, 他把它们一起

拥入怀中, 化作美丽的诗行。歌唱城市风光的有!曼纳哈
塔∀ :

一个富绕的、被帆船和汽轮密密包围的、十六英里

长的岛屿, 基础坚实而稳定, 无数拥挤的大街, 高大的

钢铁建筑物, 瘦长、强大、轻盈而壮美地矗入晴朗的天

空, ∃∃拉货的大车, 威武的马车夫,褐色脸膛的水手,

∃∃城里的机械工,师傅们, 身材匀称, 长相漂亮, 直盯

着你的眼神, 拥挤的人行道, 车辆 ,百老汇, 女人, 商店

和展览品, 上百万的人 # # # 态度从容而高雅 # # # 声音
爽朗 # # # 殷勤 # # # 最勇敢而友好的青年男子, 海水匆

匆地、闪亮地流过的城市哟! 到处是尖顶和桅杆的城

市哟 ! 偎依于海湾里的城市,我的城市! [2] ( P810 811)

在诗人笔下,曼哈顿这座城市繁华、美丽而迷人。它被帆船

和汽轮密密包围着 ,海水匆匆地闪亮地从它身旁流过, 到处



是尖顶和桅杆,还有无数拥挤的大街、人头攒动的人行道、

车辆、百老汇、商店和展览品, 高大的钢铁建筑物瘦长、强

大、轻盈而壮美地耸入云端。威武的马车夫、褐色脸膛的水

手,机械工、师傅、漂亮女人、勇敢而友好的帅小伙。海岛城

市的景象何等壮丽多姿! 惠特曼笔下的乡村景色也同样妩

媚动人。如!农村一景∀ :

通过安静的农村谷仓的大门口, 我看见, 一片阳光

照耀的草地上牛羊在吃草,还有薄雾和远景, 以及远处

渐渐消失的地平线。[ 3] ( P463)

这里阳光灿烂,绿草如茵, 牛羊在悠闲地吃草; 薄雾如纱,远

景迷离,地平线渐渐消失, 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派古朴安

静的农村风光。又如!草原日落∀ :

闪耀的金黄、栗色、紫色,炫目的银白、浓绿、淡褐,

整个地球的广阔无垠,和大自然丰富多样的才能, 都一

时委身于种种颜色; ∃∃纯净明亮的色彩与静悄悄的
黑影搏斗着,直到最后。[ 2] ( P927)

惠特曼仿佛是一位高明的画家,用浓墨重彩着意点染, 为草

原落日勾画了色彩绚丽的小影。再如!第一朵蒲公英∀一
诗,透过第一朵蒲公英, 为人们传达了早春的信息:

单纯,清新, 美丽,从寒冬的末日出现,好象从没有

过时髦、交易和政治手腕, 从它那草丛中阳光充足的角

落里冒出 # # # 天真的, 金黄的, 宁静如黎明, 春天第一

朵蒲公英露出它的深信的脸。[ 2] ( P882)

蒲公英明媚可爱, 宁静如黎明。它悄悄露出的那张笑靥上

充满了天真的自信,深信寒冬已经过去, 春天的脚步愈来愈

近了。它是那样的清丽芬芳, 轻盈小巧。它作为春天的第

一位信使,给人们带来了美感、欢乐和希望。

二

惠特曼热爱祖国,维护联邦统一。在整个内战期间,惠

特曼的心同他的国家、同他视若生命的统一联邦紧贴在一

起,而他那饱含柔情的爱的目光, 又始终倾注在那些前方将

士身上。他同联邦军队血肉相连,息息相关,始终为他们纵

情歌唱。他怀着拥抱战斗生活的热情 ,真实地表现了战争

环境的严酷凄清,绘制了洋溢着战斗生活气息的战争场景

画。这部分诗歌情景并茂, 大气磅礴, 具有浓郁的抒情色

彩,在惠特曼诗歌中是很有特色的。

惠特曼长期生活在战争前线和后方医院, 对战争环境

的严酷凄清, 体味最深, 刻画得也最为生动逼真。如!低头
看吧,美丽的月亮∀ :

低头看吧, 洗浴这个场景吧, 美丽的月光, 将夜晚

的如潮的光辉轻轻地倾泻到这些幽灵般的青肿的脸

上,倾泻到这些摊开双臂仰卧着的死者身上, 把你那充

沛的灵光倾泻下来啊,神圣的月亮[ 2] ( P544)。

在月色笼罩的战场上, 战死者的尸骨还没有来得及掩埋。

月光照耀着那些 幽灵般的青肿的脸 ,那些 摊开双臂仰卧

着的死者 。诗人站在那里默默凭吊, 内心充满着无限的悲

哀。诗人暗暗地呼唤月亮,请求它将自己温柔亮丽的轻纱,

轻轻地覆盖到他们的脸上、身上和心上。寥寥几笔, 诗人就

为我们写出了一幅凄婉幽美的画面, 抒发了对阵亡将士沉

挚的悼念之情。

惠特曼笔下的战争场景,不仅有严酷凄清的环境, 而且

洋溢着浓郁的战斗气氛和生活气息。如!骑兵过河∀ :

一支长长的队伍在青葱的岛屿间蜿蜒行进, 他们

采取迂回的路线,他们的武器在太阳下闪耀, # # # 你听
那铿锵悦耳的声音,你看那亮晶晶的河流上, 水的马匹

在踟蹰不前,饮着河水, 你看那些脸色黧黑的骑兵, 每

一群、每个人都是一幅图画, 歇在马鞍上随意消停, 有

的已经在对岸出现, 还有的正在走下河滩, 而那猩红、

天蓝和雪白的 # # # 骑兵的军旗在愉快地迎风飘
动

[ 2] ( P516)
。

这是一首速写式的小诗。写联邦军队战斗间歇骑兵过河的

情景, 简洁、活泼、形象而逼真。先写队伍行进的环境和运

动, 再写过河时马匹和人物的神态, 最后写到军旗。骑兵过

河的情景显得那么悠闲, 仿佛这在战斗间歇中涉水过河时

的片刻休息,使连日的紧张疲惫感都暂时消失了。但是 ,前

面是军旗在飘动, 它在指引部队, 召唤那些人马; 他们很快

又要投入战斗了。诗人可能亲自经历过这种渡河的场面,

所以他能以诗笔画出这幅生动的速写, 让读者也仿佛身临

其境, 分享联邦骑兵人马在过河时难得悠闲的情趣。而!在
宿营地忽明忽暗的火焰旁边∀ , 则反映了行军生活的另一个

侧面:

在宿营地忽明忽暗的火焰旁边, 一支游行队在我

周围回转,严肃、可爱而迂缓, # # # 但是我首先看见 ,那

露宿部队的帐篷、原野和树林的模糊阴影,那被星星点

点的篝火所照亮的黑暗, 那寂静,像是幽灵, 一个乍见

的形影在时远时近地移动,还有那些灌木和大树(我举

目看时它们仿佛也在偷偷地望我) , 这时思维在列队萦

绕, 啊! 那么奇妙而轻柔的思绪,关于生与死, 关于家

庭、往事和亲人, 以及远离的伴侣; 一个严肃而缓慢的

队列在行进, 在我席地而坐的地方, 在宿营地忽明忽暗

的火焰旁[ 2] ( P519)。

这首诗写诗人在军队宿地篝火旁边的观察、感觉、想像和沉

思。在军队宿营后寂静的原野上,篝火忽明忽暗, 各种阴影

随之隐约晃动, 人的思绪和想像在它们的影响下演变穿行,

似梦非梦 ,虚实交糅, 有如断断续续的队列在眼前行进。如

果诗人没有军旅生涯的深刻体会, 是难以写出这样的诗来

的。正是这些写景传神、抒情动魄的短章,把美国内战前线的

许多镜头摄取下来,从而具有了史诗画卷般的风采和价值。

三

惠特曼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了不少磨难, 尤其是他所钟

爱的文学事业屡遭挫折, 但他没有因此对生活失去信心和

兴趣。他善于从前代和同时代哲人身上汲取傲视困难的精

神力量, 摆脱精神和情感上的危机, 从而使自己保持了对人

生理想和文学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这种精神状态无疑是

可取的。正由于此 ,惠特曼描摹大自然的笔墨,常常饱和着

爽朗的感情, 体现着不畏险阻的开阔襟怀, 蕴蓄着发人深省

的深邃思致。

惠特曼善于把乐观的感情融入写景的笔墨中, 用以体

现他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如!冬天很快将在这里败
绩∀ :

冬天很快将在这里败绩, 这些冰雪的绷带即将解

开和融化 # # # 只消一会儿工夫,空气, 土壤, 水波, 将要

洋溢着柔嫩、茂盛和生机 # # # 千万种形态将要兴起 ,从

这些僵死的土块和寒风中, 犹如从浅葬的坟墓里。你

的眼睛、耳朵 # # # 你所有最好的属性 # # # 所有能认识
自然美的官能, 都将苏醒和充实。你定会发觉那些简

单的表演,大地微妙的奇迹, 蒲公英,三叶草, 翠绿的草

地, 早春的清香和花朵, 脚边的杨梅,杨柳的嫩绿, 开花

的桃李; 与这些一起出现的还有知更鸟、百灵乌和画

眉, 唱着它们的歌 # # # 还有疾飞的蓝雀; 因为那一年

一度的演出所带来的,正是这样的景致[ 2] ( P922)。

这首诗写冬去春来的早春景致。诗人把乐观的情怀融入到



写景的笔墨中:冬天很快将要败绩, 大地已开始慢慢苏醒,

这里将会呈现早春的清香和花朵, 鸟儿的快乐的歌唱。透

过这些富有激情的描写, 表现了诗人的开阔襟怀和乐观精

神。又如!从蒙托克岬尖∀ :

我仿佛站在一只巨鹰的嘴上,向东注视着大海,眺

望着(无非是海和天, )那颠簸的波涛, 泡沫, 远处的航

船,那粗野的骚动, 雪白的弧形浪盖,海涛归来时不断

的猛扑,永远在追求海岸[ 2] ( P873)。

海涛不断地向海岸猛扑, 似乎永远在追求海岸。诗的弦外

之音仿佛在说,对事业就要永远执著追求, 生命不息, 奋斗

不已。是的,诗人正是抱着这样的人生态度,走完了坎坷不

平的人生道路的。

惠特曼诗歌还长于以景寄意, 借以抒写诗人对坚持操

守和憧憬未来的信心。如!纳维辛克遐想%落潮己尽, 暮色

低垂∀ :

落潮已尽,暮色低垂, 清凉而馥郁的海风向大陆吹

来,带着海苔和咸盐的气味, 连同许多种从涡流中传来

的、只能隐约听到的声音, 许多受压抑的忏悔 # # # 许多
的啜泣和窃窃私语,好像是远处或隐蔽着的声息。

他们是那样席卷而过呀 ! 他们是那样絮絮咕哝

呀! 那些不知名的诗人们, # # # 世上最伟大的艺术家
们,他们所珍惜的破灭了的图谋, 爱情的杳无反响 # # #
老年的齐声抱怨 # # # 希望的临终透露, 某个自杀者绝

望的叫喊,到无边的荒野中去, 永远也不回头。

那么,继续向湮没走去吧! 向前, 向前, 履行你的

职责,你送殡的退落的潮水哟! 你尽管继续向前, 你这

喧闹的出口哟! [ 2] ( P892)

傍晚时候,潮退了, 暮色四合, 诗人从海风中隐约听到一些

声音,好像远处有人在忏悔, 在啜泣, 絮絮不休。那是些默

默无闻的诗人们,尽管他们是伟大的艺术家, 但生不逢时,

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他们的爱情得不到反应,委屈到老,

赍志以殁。但是他们中间有个自杀者在大声叫喊: 宁愿到

荒野中去,决不回头! 荒野是原始的, 超乎尘俗的。投身荒

野,返回自然, 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有过类似遭遇的诗人深

深理解、同情这些人, 鼓励他们坚定不移地奔向自己的目

标,这实际上也是自勉。诗人在文学事业上屡遭困厄, 但他

没有因此而停顿, 他仍要坚定不移地朝着既定目标奋进。

这充分表达了诗人对事业的坚定信念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的执著精神。又如!冬天的声音∀ :

也有冬天的声音, 太阳照耀在群山上 # # # 许多来
自远处的曲调, 从愉快的铁道列车传来的 # # # 从较近
的田野、谷仓、住宅传来的, 那低声细语的风 # # # 甚至
沉默的庄稼,采摘的苹果, 打下的谷物, 儿童和妇女的

声调 # # # 许多个农夫和连枷的有节奏的应和, 当中夹

杂着一位老人喋喋不休的唠叨, 别以为我们已经精疲

力竭了, 就凭这雪白的头发, 我们还继续轻快地唱

着! [ 2] ( P970)

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动人的音乐画面。许多来自远方的

曲调, 从愉快的列车传来。从较近田野、谷仓、住宅传来的

曲调, 有低声细语的风, 有儿童和妇女的声调, 有一位老人

的歌唱。 别以为我们已经精疲力竭了, 就凭这雪白的头

发, 我们还继续轻快地唱着! 这落地有声的豪壮诗句, 充分

表达了诗人老当益壮的乐观情怀。

惠特曼有些借景寓理的诗篇, 通过对某些山水小景的

特殊的加意描绘和点染,显示了一种深邃隽永的生活哲理,

对于人们从困顿中求得精神解脱, 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如!神圣的死的低语∀ , 诗人一开始写想像中的景色。称死

亡为 神圣 的, 把它的 低语 写得柔美轻盈, 比之为 微

风 、微波 。不过人类对死亡总是伤心的, 为它流过那么

多的泪水。接着诗人写道:

我仰望天空,看见巨大的云堆, 这些云悲哀地悠然

舒卷着, 无声地扩大而且彼此混合, 不时, 远处一颗半

明半暗的悲愁的星星,现出来而又消逝了[ 2] ( P757)。

诗人用阴云滚滚的夜空中一颗星星的出没, 象征人的生死,

这是通常的自然现象,但是星星还是 悲愁 的,毕竟生命太

短促了。最后诗人笔锋一转,指出:

这可以说是一种分娩,一种庄严不朽的诞生; 在眼

力所不及的边境,有灵魂正在飘然飞过。[3] ( P757)

这里暗示诗人的 生 # # # 死 # # # 再生 # # # 不朽 这一永恒循
环的生死观, 这一生死观来自对人生的哲理思考, 具有一定

的思辨力量。又如!黑夜中在海滩上∀, 为我们勾画了一幅

秋夜图: 海滩、夜空、乌云、星星、孩子、父亲,中心人物是孩

子。通过孩子与父亲的对话,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 在光明

与黑暗、善与恶的斗争中, 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 善一定会

战胜恶。诗人从具体的自然景物引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

活哲理, 是立意新颖而富有启发性的。诗必言情, 但不排斥

明理, 抒情而含有理趣, 明理而借助形象, 比之一般的写景

诗, 更显警策而耐人回味。

惠特曼在美国诗坛上是生活基础深厚、视野广阔的大

家。在他的!草叶集∀中, 以写景为题材而借以寄意抒怀的

作品占有一定地位。这类作品大都新颖健康, 而在艺术上

也有一定的独创性和吸引力。研究惠特曼的诗歌遗产, 对

这部分作品是应该予以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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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ajesty of the beautiful mountains and rivers in theUnited States, the grandeur of the vast war scenes,

and the candid and generous heart of the poet can be found in his scenery poems. Such poems, with vivid description,

strong expression of the poet& s emotion and deep thought are aesthetically valu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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