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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爱默生所倡导的超验主义思想渗透在惠特曼的诗歌创作中, 对其产生了巨大影响。惠特曼歌

颂自然和人类, 强调人类的自我价值, 反对封建主义的桎梏,主张信仰自由, 从多角度体现了超验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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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尔特∀ 惠特曼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他

为美国文学开辟了一条新道路。受超验主义运动的影响,

#草叶集∃得以问世。惠特曼在#草叶集∃中对写作风格及语

言运用予以创新, 创造了一种新型诗体 % % % 自由体诗, 为美

国文学做出了卓越贡献。#草叶集 ∃从多个角度体现了爱默

生所倡导的超验主义观念,因此在出版后得到了爱默生的大

加赞扬。爱默生所倡导的超验主义对惠特曼的诗歌创作产

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惠特曼对超验主义的接受以

及#草叶集∃在内容和写作形式的创新等方面。

惠特曼所生活的时代, 正好是美国刚从 母国 英国独立

后整个社会处于不断发展和上升的阶段, 超验主义思潮逐渐

为美国人民所接受的时代。#草叶集∃的出现, 充分体现出超

验主义所倡导的自助、独立、自信、民主、自由等具有美国特

色的价值观。惠特曼在#草叶集∃中以一种乐观的基调描绘

了大自然。超验主义者把将大自然看作上帝的精神象征。

惠特曼吸收了超验主义中的 超灵 思想, 坚信宇宙万物都是

超灵 的体现。惠特曼把自己比作 草叶 , 虽然平凡而渺

小, 但充满了顽强的生命力, 强烈地渴望人类的关爱并在大

自然的轮回中得到永生。人从自然中来, 生命在自然中消

逝, 腐烂, 然后重新回归自然, 新生命进而得以滋养。 草

叶 ,作为惠特曼诗歌的核心形象, 正是这一过程的象征。

惠特曼的诗歌作品不仅仅歌颂灵魂和永生,同样也歌颂

了死亡和重生, 具有浓郁的超验色彩。#一只沉默而耐心的

蜘蛛∃中,惠特曼忽然间意识到蜘蛛织网的过程事实上正是

他一生的写照。他强调人与自然的思想是相互关联的。这

正体现了爱默生的超验主义观念: 天人合一, 万物一体。惠

特曼的作品中同样强调了个人主义思想, 表达了对处于社会

底层的各种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关爱。比如车夫、水手、看守

员、农民、奴隶, 甚至是疯子、妓女等等。惠特曼用最平常的

草叶 来象征坚韧、希望和生命的自强不息。

#自我之歌∃中的 我 ,不单单指诗人本身, 更指的是呼

吁民主和自由的全美同胞。通过 我 的形象, 诗人表达自己

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惠特曼在#草叶集 ∃的序言中写道: 合

众国的天才表现得最好最突出的不在于行政和立法方面,也

不在于大使或作家、高等学校或教堂、客厅抑或是它的报纸

和发明家, 而往往突出地表现在普通人民中间。 [ 1] 76他以自

由民主为立足点,鼓舞了无数人为之奋斗。在#草叶集∃的序

言中, 他说: 美国从不诋毁过去, 但是过去已经转交到杰出

的继承者手上 ,而他必定是最适合于这个时代的。 [ 1] 90惠特

曼文学思想的核心是美国民族精神的高扬, 当他试图将新民

主主义观念投入他的文学作品中时,他试图从工人、农民、技

工还有各陆地、海上的英雄们那里获得灵感。在他的诗歌作

品中, 为建设新生国家贡献力量的平民百姓才是主角。惠

特曼把民族精神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他批判斯科

特的作品片面的着眼于封建统治阶级、贵族等纷繁复杂的虚

假辉煌和他们的数不尽的丑闻上,却忽略了默默无闻的平凡

大众; 指责卡莱尔对人民的立场考虑不足; 丁尼生缺乏民主

观念等等。因此惠特曼在#草叶集∃中, 将视角着重于代表民

族精神的普通大众上。序言中他对猎人、伐木者, 及在果园、

菜园、稻田的劳动人民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超验主义也在倡导美国文学、文化的独立性, 提倡美国

学者在写作内容和手段上要不断革新, 以便创造出一别与欧

洲文化的、具有真正意义的美国文化。惠特曼正好迎合了这

种思潮, 使#草叶集∃在创作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有革新。埃兹

德∀ 庞德曾肯定惠特曼为 积极开拓诗歌领域的人 [ 2]。惠

特曼早期的诗歌作品主要是韵律诗, 大约在 1874年, 惠特曼

开始了诗歌创作方面的创新,开创了自由体诗。惠特曼诗歌

技巧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思想表达方面的相似与押韵,另

一个是语音重复,也就是说在句首、句中或句尾位置有条理

地使用文字与短语的重复。惠特曼反对概括性地将音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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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韵脚作为形成诗歌韵律最基本要素。因此,他用自由体

诗取代了传统的诗歌元素, 不拘泥于固定节奏和行文长度,

为了避免受先前的诗节框架结构的束缚, 自由体诗多采用抑

扬顿挫的白话形式。像严体诗一样, 重读、非重读音节交替

出现, 但自由体诗中出现的交替现象更加自由灵活。惠特曼

诗歌作品的基本原则是: 诗歌不拘泥于节奏与形式。但惠特

曼保留了传统诗歌中的精华部分。例如,押头韵法、重复、半

押韵法、对立法、句式反复等。

同爱默生主张美国学术独立,坚持美国本土的语言特色

一样, 惠特曼用普通大众使用的语言进行诗歌创作 ,目的就

是告知人们: 所有人生而平等, 人与人之间没有高贵与卑微

之分, 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如此。在#草叶集 ∃中, 我 和

你 使用地很频繁。 我 代表了很多形象, 甚至可以是一

片草叶, 这是作者的一种个人主义与民主思想的表达。惠特

曼将一生都献给了民主事业。他反对奴隶制度,提倡激情与

性爱。#草叶集∃创作于时局动荡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 在战

争中, 他成为一名反对奴隶制的斗士, 宣称使奴隶幸福欢乐

令暴君畏惧胆寒正是诗人的职责所在。他把林肯视为自由

民主的化身, 林肯遇刺使惠特曼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继而义

愤填膺地创作了一系列诗作表达他的愤慨和悲痛, 如#哦,船

长, 我的船长∃以及#丁香花∃。惠特曼在 1871年的#民主的

远景∃中写道: 我们反复地用&民主 ∋这个词, 而事实上它的

确切含义是&安稳地沉睡尚未苏醒 ∋。但是他又写到, 目前

民主未被写入历史, 仅仅因为它还未实现 [ 3]。

惠特曼崇拜自然 ,认为正是自然中原始的力量推动着社

会的发展和生命的生息繁衍。在 #自我之歌∃中, 草 在居

于核心地位。以这一片夏日的叶子为依托, 诗人凝神静思开

始了他的旅程。只要他领会了草叶在大地上寂静而神秘的

成长, 就能够探明宇宙的意义。另一个独特的意象是#海流∃

里的海。在这里, 海不仅仅是孕育诗歌, 激发诗人灵感的摇

篮, 更象征生命的退潮。在#摇篮 ∃中, 惠特曼敬大海为 母

亲 ,又与 死亡 相联系, 表明了死亡不仅是生命的结束, 更

是新生的开始。#哦,船长,我的船长 ∃中充满了惊涛骇浪的

大海象征着美国内战。惠特曼将林肯喻为一名水手, 在战争

最困难的时期, 他 以纯熟的技艺掌舵使航船一往无前 。在

#丁香花∃中, 海以身旁 沉入池沼 的 小径 的意象出现。

然后, 它又在鸟儿们凭吊死亡的歌咏中成为 充满情感波澜

的海洋 。海洋与陆地的结合就如同人类肉体与灵魂的结

合, 生命与死亡的结合。惠特曼将海作为死亡的象征, 但他

同时又坚信, 死亡是重生的必经之路。鸟也是一种独特的意

象。#自我之歌∃的最后一部分, 鹰是诗人和他的本能的代

表。在#亚当之子 ∃中, 两头食肉的苍鹰 [ 4] 59, 代表着原始

的本性和狂野的性欲 ,集中体现了超验主义。

惠特曼的诗歌创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有所创

新。他的贡献不仅体现于 自由诗体 的创立, 更体现于美国

式语言的运用和他个人的民主思想。惠特曼是真正的美国

诗人!

惠特曼启迪了后世的代代文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

的写作风格及思维模式。他的诗歌展现了多变的时代矛盾。

例如, #草叶集∃反映了美国内战前的岁月里处于全盛的浪漫

理想主义对社会的影响。惠特曼认为, 诗人应是观察者、预

言师。成为完美的诗人要具备三个元素: 以人为本, 自然为

师, 天人合一。

1865年之后, 惠特曼倡导的科学现实主义主导了文学方

向。他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 集中代表了美国

精神。惠特曼深受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影响,并积极回应

了进步、变革的思潮。美国十九世纪的爱国者将历史观纳入

宇宙哲学之中, 他们认为:变革与进步是上帝意志的一部分,

所以美国快速成长的历史进程正是神圣意志的体现, 而社会

与科学的进步是精神真正升华的基石。#草叶集 ∃正标志着

美国浪漫主义伴随着与现实主义的冲突走向成熟。

惠特曼承认文学写作是批判继承与大胆创新的集合体,

但他更看重后者。他说: 我想写一本不引用,提及任何一个

作家的书。我不愿像塔克斯那样写讨论体面女人们聒噪的

诗, 也不想走奥维德鹦鹉学舌的路线。甚至不喜欢荷马( (

还有莎士比亚 ! 我想成为依据自己的标准, 创作出充满活力

诗歌的大师, 无论作品销声匿迹抑或名扬四海。我要用激昂

的旋律写出自由奔放的诗歌来赞颂美利坚的新世界。 [ 1] 137

惠特曼的作品已成为西方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世界

各地的许多作家身上都可以看到惠特曼的影子。庞德称他

为 固执的父亲 , 仍然保留他打破禁锢的父亲形象, 继承了

惠特曼关于诗人扮演预言家和指引者的构想 ,并用更加成熟

的欧式情怀将其重塑;哈特∀ 克莱恩从惠特曼身上获得写作

的动机和灵感 ,而卡尔∀ 桑德堡可能是唯一一位将惠特曼式

的传统全心全意地运用于芝加哥诗篇中的伟大的二十世纪

诗人。惠特曼被视为美国文坛的泰斗, 你可以不喜欢他的作

品, 却不能忽视他的影响。惠特曼创新的诗风和修辞, 坦率

直言, 从不避讳庸俗与丑陋, 以及对美国民主实践弱点的诘

责, 让他走上了不朽的美国文学殿堂。

秉承超验主义,惠特曼成就斐然。翻开 #草叶集 ∃, 读者

可以感知美国独特的个人主义及民主视角。惠特曼自由体

诗的创新, 对普通大众的关注, 美国式语言的运用, 诗歌中的

独特意象, 都是超验主义的具体表现。让我们永远铭记这位

具有卓越的创新才华及引领美国个人主义的真正的诗

人 % % % 瓦尔特 ∀ 惠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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