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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沃尔特 #惠特曼的诗美学和性价值观
看性诗歌创作和超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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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沃尔特# 惠特曼作为一位文坛大师蜚声世界诗坛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诗歌遗产为

不同政治色彩的人们所共享。批评界对诗人的评价贬褒参半,尤其对他的性主题诗歌的抨击异常

激烈。今天的读者可以从惠特曼的诗美学和性价值观两个视角全新评价其诗歌审美价值和超验主

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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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年以来对国内外几代诗人影响至深的美

国诗人沃尔特# 惠特曼以其汪洋恣肆、磅礴大气的

个性和他勇于革新的精神、追求民主的执着和随心

挥洒的才能蜚声国际诗坛。其辐射力之深之广, 找

不出第二位美国大诗人与其比肩。T1 S1 艾略特曾

经说过:一个伟大诗人的影响不在于他在一个时代

拥有许多读者, 而在于每一个时代拥有少数高质量

读者。沃尔特# 惠特曼就是这种在大范围有长远影

响的大师,他的诗歌遗产为后代不同政治色彩的人

们所共享。

惠特曼出身卑微,在布鲁克林只受过 6年教育,

11岁辍学,做过法律事务所勤杂员、医疗所勤杂工、

印刷所学徒、排字工人和乡村小学教师。他从小勤

奋好学,阅读广泛, 受苏格兰小说家沃尔特 # 司各

特、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 # 欧文、美国政论

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托马斯# 潘恩等人的影响,

开阔了政治视野,养成了民主思想,积极投身社会改

革,成为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自觉的社会政治

参与者。其巨著5草叶集6的成熟问世标志着作者已

经历练成为一位关心社会、主张自由平等和具有高

度政治觉悟的诗人, 一位热爱大自然、热爱全人类、

追求个性与内在美的诗坛大师。

一、惠特曼的诗美学和性价值观

惠特曼开辟世界文学新纪元的5草叶集6的开头

是一篇很长很长表明作者诗美学的前言。他在前言

中明确地指出,诗人不能以写花哨的诗为满足, 诗人

应当是预言家、先知、吟游者、导师,为未来和民主发

言的道德家,鼓舞奴隶,恐吓暴君。

惠特曼受美国当时流行的演说艺术、意大利歌

剧的影响颇深,从世界宗教史、自然史、爱默生著作、

埃及学、荷马史诗,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5圣经6之中

汲取直接营养。在自由、民主思想和超验主义的感

召下,独辟蹊径,以一个划时代革命家的胆识开创前

人未做过的事业:诗歌革命。他勇敢地向欧洲文学

传统保守作家挑战, 而且破天荒地提倡富有美国民

族特色、反映时代精神的新诗歌。他对传统诗歌做

了最彻底的革命, 构建了崭新的诗美学。

惠特曼深知他散文化的诗行有悖于传统的审美

期待,遭到了坚持欧洲文学传统的诸如亨利 # 詹姆

斯等作家激烈的批判, 也因此他宣布说: / 诗的愉悦

并不在于它采用了最美的韵律、比喻和音调。诗的

品质也不在于韵脚的排列或形式的匀称或对事物抽

象的概括或忧郁的怨诉或善意的劝导。0他的这些观

点构建了他诗歌革命的理论基础。他首先大胆地尝



试并运用灵活性极大的自由诗形式,摒弃了业已用

滥了的传统意象或象征, 用洋洋洒洒的诗句, 赋予其

独特意象以多重含义,用新语言、新观念、新艺术形

式歌颂新世界和新时代, 把诗歌彻底地从传统形式

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惠特曼本人也因此被誉为自由

诗之父。

惠特曼的诗作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体现了诗

人灼热的热情和亢奋的精神。他的率直和真诚使他

从不隐讳对性的赞美。他的诗句富有性感。他在

5自我之歌6中向世人宣称:

沃尔特#惠特曼,一个宇宙、曼哈顿的儿子,

狂乱、健壮、酷好声色, 能吃, 能喝, 还能繁殖

, ,

在他的名篇5我歌唱带电的肉体6里他歌唱到:

男人或女人的肉体的美是难以形容的, 肉体本

来是难以形容的;

男性的肉体是完美的, 女性的肉体亦是完美的

, ,

他在感情上希望亚当的子孙们像亚当和夏娃在

伊甸园时那样自由自在, 那样无拘无束,而且把性与

美丽、纯洁、至乐和健康等同看待。这位极具人文主

义精神又有独特个性和强烈主体意识的诗人, 对赞

美性不但直言不讳, 而且把它提高到理论高度。

19世纪初的美国依然处在拓荒时代,清教思想

和加尔文主义教义依旧统治着整个社会和人的心

灵。清教思想关于移民是上帝选民的观点, 关于开

发殖民地为实现上帝托付的信念,关于必须经受肉

体和精神两方面的严峻考验方有机会获得救赎的思

想,都在早期的移民心中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从而

产生了面对艰难困苦坚忍不拔的毅力。在某种意义

上,他们的确真诚地相信: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0, /劳

筋骨,饿体肤0就是必然考验。虽然作为清教理论基

础的加尔文教义中关于有限救赎的观点似乎过于严

厉,但清教移民仍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有幸被上

帝选中。正是这样一股精神力量,支撑着早期移民

在北美大陆立足并顽强生存下去,不断拓展他们的

生存空间。这种顽强的毅力和深刻的内省也构建了

早期美国文学的精华。

19世纪 30年代前后在新英格兰兴起的超验主

义思潮是与禁欲的清教教义原则的决裂, 也反映了

政治上摆脱了宗主国统治之后的美国, 在意识形态

领域摆脱旧大陆影响、实现精神和思想领域独立的

呼声和愿望。爱默生的/超灵论0个人主义哲学观点

在梭罗的/市民的不服从0实践中体现了它的社会意

义。而实际上, 超验主义以精神追求为原则的个人

主义思想,恰好同富兰克林以个人奋斗为例宣讲的

物质个人主义一起, 共同构架了美国民族文化意识

中的最重要因素, 成为一个硬币的两面。

惠特曼是矛盾的集合体:他本人的思想是超验

的,它又是反超验的现实主义者;他是清教徒的后

裔,可他又是该教义核心观点的叛逆者;他清楚地知

道歌颂性爱在基督世界是/恶0, 人人唾弃,可他却高

唱/自我之歌0,歌唱带电的肉体。始祖亚当、夏娃犯

戒,为什么要由他们的后代承受责罚? 苹果本身是

无罪的,只是苹果的诱惑无法抵抗。因此,惠特曼的

个人主义又是积极的、民权的个人主义。一定意义

上讲,惠特曼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是诗人、是斗士、是

叛逆者。

二、惠特曼的性诗歌和超验主义

惠特曼的诗美学和性价值观决定了诗人汪洋恣

肆和大气磅礴的创作风格和个性。他对性描写的直

言不讳与赞美集中体现在5亚当的子孙6和5芦笛篇6

两个组诗里,前者赞美异性爱,后者歌颂同性爱。诗

人在性诗歌创作方面的胆识证明了他是 20世纪一

位真正的美国新诗的先驱者, 现代诗歌的开拓者。

斯皮勒等著名学者认为, 0他的脉搏接近现代,特别

是他一贯坚持性在人类关系中的重要性, 具有弗洛

伊德的感知力0 [ 1] 4951 他在诗歌创作历史上的丰碑

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正如爱德华 #道登所说: /我们

无论对他怀何种感情, 都无法轻视他。他是: -一种

召唤和一种挑战。. 人们必须理解他并从而接受他,

否则就必须排除他。对他不闻不问是不可能

的。0 [ 2] 77惠特曼和文坛大师爱默生、梭罗都同属超

验主义文学作家, 都认同大自然是人及其灵魂的载

体,梭罗甚至更强调灵魂与自然的不可分割性。虽

然,惠特曼没有实际的华尔登湖超验的生活经历,亦

没有爱默生对大自然深遂的洞察, 可是他在意识形

态领域中实现了真正的超验, 灵魂得以升华。特别

是他摒弃了传统的风雅浪漫诗歌开创现代自由诗写

作,一反欧洲传统,开辟性诗歌创作之先河,这些都

充分反映了诗人的超验特色:强调精神,重视自我,

超越意识常规,实现自然本我。换言之,惠特曼的超

验主义充分体现在人类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因为他

是一位积极的、民主的社会参与者。

在惠特曼看来,人的肉体与灵魂处于平等地位,

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简言之,惠特曼笔下的那

个辽阔广大、包罗万象的/我(5自我之歌6)0是肉体

与灵魂的同一,神圣而又平凡,代表与诗人一样的每

一个普通人。惠特曼认为: /把肉体和灵魂对立起来

是清教徒式的脱离现实
»

0
[ 3] 79
。与清教文学中永远

处于矛盾冲突中的灵与肉不同, 肉体与灵魂在5自我

之歌6中得以和谐共存。两者密不可分,相互牵制:



肉体是灵魂的基础, /灵魂或精神只有通过肉体才能

证明自己
[ 4] 58

0。肉体同样也无法脱离灵魂而存在。

离开了任何一方,两者都难以生存,人也就不能成其

为完整的人。人的肉体与灵魂终将实现同一。

惠特曼是诗人, 也是斗士。他无视 19世纪美国

依然统治的灵魂优越论传统,认为肉体与灵魂是同等

重要的。作为一个歌唱平等的诗人,惠特曼提倡一切

的平等:种族、职业、性别以及生命与无生命物体间的

平等。他勇敢地歌唱自我: /我说过灵魂并不优于肉

体,我也说过肉体并不优于灵魂0, 他大胆地歌唱/带

电的肉体0,歌唱/我0强大的生命力: /我0能/粗暴0,

肥壮、多欲,吃着、喝着,生殖着。他在诗中写到:我赞

美食欲和色欲,视觉、听觉和感觉都是神奇的。在惠

特曼看来,肉欲是与生俱来的天性。诗人还直接把肉

欲作为人类延续自身的手段而大加颂扬:

冲动,冲动,冲动,

永远是世界的生殖冲动,

相反而相等的东西从朦胧中产生出来, 永远是

物质,永远在增加, 永远是性的活动,永远是一致的

结合,永远有区分,永远是生命的滋生。

惠特曼在歌颂肉体与灵魂的同一和谐同时, 也

赞美自然。在诗人的笔下,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交相

辉映:日月、星辰、深夜、大海、动物与植物在诗中都

有与人同等的重要性。同时, 在大胆记录 19世纪美

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时, 惠特曼不满足于将自己局限

于特定的时代和国度:他把宇宙、喇嘛、婆罗门、释迦

牟尼等一并写入诗中,将过去、现在和将来呈现在读

者眼前,写就了一首泛历史主义的诗歌 ) ) ) 5自我之

歌6。此时,永恒之旅中的惠特曼具有了哲学家的宽

容与超脱,领悟到的自然的奥妙,沉醉于一片草叶的

丰富内涵,对动物的自足羡慕不已,他要真正脱掉伪

装,融入自然,实现本我:

我要去林边的河畔, 脱掉伪装,赤裸着身体,

我狂热地要它触摸我。

惠特曼作为一个泛神论者,他歌颂肉体、歌颂灵

魂、歌颂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世间万物,坚信一切都

是有神性的。他在动物和植物中看到了神性, 在每

一件事物中看见了上帝。惠特曼认为神性是内在

的,通过自然界的各种经验,人可以体验到上帝的存

在,感受到自身的神性。正是在肉体与灵魂的结合

中,惠特曼知道了上帝的手便是自己的诺言。上帝

无处不在, 人类自身正在变得同上帝一样神圣。诗

人自豪地宣称:我里外都是神圣的,我能够使接触我

或被我所触的一切也都成为神圣的东西。

在惠特曼的笔下,人与神的界限得到消解,人取

得了与神平起平坐的地位,甚至很多时候神人合一:

神性必须通过人性体现, 人并非神的奴婢。可以看

出,惠特曼与新英格兰的超验先哲们一脉相承。但

诗人凌驾超验之上,高举人性的大旗,批判超验的神

性,讴歌自我。

惠特曼的性诗歌创作实践了 19世纪美国的浪

漫超验主义。超验主义(又称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或

美国文艺复兴)是产生于 19世纪 30至 40年代具有

广泛影响的一股浪漫主义改革思潮, 其基本精神是

挑战传统的理性主义和怀疑论哲学, 特别是向作为

清教主义理论基础的加尔文教思想提出挑战。它把

精神或超灵置于宇宙间至高无上的位置, 强调个体

人在社会大机构、大团体中的重要性,重新诠释自然

之内涵,认为自然是上帝的象征和表现, 它无处不

在,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可以通过直觉的内省来认识

的上帝。惠特曼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斗士和挑战者:

他认为人与自然都是完美的,人的行为和自然的表

象都是完美的, 都是造物主杰出的作品。他挑战宗

教传统:歌颂自我,歌颂自然,歌颂大海蓝天,歌颂山

川土地,歌颂人与动物内在的冲动,因为这一切都具

有内在的神性。而惠特曼对性的无限赞美,与超验

大师爱默生的思想/个人应当从自身做起, 解放自

我,才能使整个社会达到完美0珠联, 与清教和加尔

文教的/性恶说0彻底对立, 实现了/性善0之本我。

三、惠特曼与性文学批评

惠特曼一生自始至终不媚俗,不急功近利, 心甘

情愿地付出了常人难以承担的代价, 他坎坷不平的

一生是在贬褒参半声中度过的, 但却取得了惊世之

辉煌成就。

说到对惠特曼的褒奖莫过于两位文坛大师爱默

生和梭罗了。爱默生在接到惠特曼寄赠的首版5草

叶集6时给这位毫无名位的诗人回信夸奖他说: /我

十分欣赏你自由勇敢的思想。我极为喜欢它。我发

现一些无与伦比的东西, 论述得无比精彩, 恰到好

处。我发现这勇敢的论述使我们感到非常愉快, 唯

有犀利的洞察力才能把它激发出来。我祝贺你正开

创一项伟大的事业, 它必定是瞄准深远的前景而出

发的。0
[ 5] 1326

实证超验主义大师梭罗也赞扬说: /他

无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主诗人。0但两位文坛大

师、哲人都对惠特曼诗作中的性描写保留意见并建

议他把它们从作品中删除。

惠特曼诗歌中对性的超验描写为他招来了不少

的麻烦。难以想象, 诗人是如何度过那些口诛笔伐

的日子的。挖苦、讽刺之甚莫过于发表在 1856年 4

月 1日出版的伦敦5批评家6上的匿名文章5英国的

一个反应6了:

沃尔特 #惠特曼不懂艺术正如一头猪不懂数学



一样。他的诗 , , 我们为行文方便起见,姑且称之

为诗 ) ) ) 共有 12首,全部没有韵律, 与印第安红人

战斗时的喊叫再相象不过了。 ) ) ) 爱默生已经称赞

过它了,称它是美国迄今贡献出的一部最杰出的才

识与智慧之作。由于爱默生的盛名已经牢牢在握,

他才有资格这样慷慨;但是切莫把爱默生的慷慨误

认为公正。假如这部作品真是天才之作 ) ) ) 假如这

些诗的原则,那随随便便的语言,那令人吃惊的厚颜

无耻的自我中心主义,那动物般的精力,都是诗的要

素,是真正诗人的最神圣的见证, 那么, 我们的研究

工作将全是白费,我们对撒克逊才智之士的帝王们

, , 莎士比亚, 弥尔顿和拜伦 ) ) ) 的崇敬就更无意

义了。这位沃尔特# 惠特曼坚持认为他有了强健粗

壮的身体就有当诗人的资格。事实上, 他正如他自

己宣称的那样, 是一个肉体诗人。要是接受这种理

论,沃尔特 #惠特曼便成了一位巨人,而雪莱和济慈

则是十足的侏儒了。
[ 2] 16- 18

不难想象, 诗人/被禁止的呼声 ) ) ) 性和肉欲的

呼声,来自/世界屋脊上的粗野的呐喊0震惊了 19世

纪的美国。在 1855年5草叶集6发表之际,美国虽然

早已取得政治上和思想上(爱默生的5美国学者6标

志着美国思想的独立)的独立,但是,美国当时在文

学、思想和意识形态上仍然依附于欧洲传统, 深受维

多利亚时代价值观的影响:蔑视世俗享乐、崇尚勤俭

节欲。惠特曼处身于这样一个/文明、有教养0的社

会,却敢于向传统发出挑战,注定要面临严峻考验。

他的诗篇乏人理解, 而他本人也被视为猥亵、野蛮,

任何与现代文明相斥的词汇都加诸在诗人身上。

5西半球一位粗暴的塔帕6一文对惠特曼/坚持人类

有权以动物般的快乐来表现自己的欢欣, 表现他以

整个身心同伙伴们以及全宇宙相处的那种和谐0进

行无情的嘲笑, 把诗人刻意描绘的宇宙解释为/一位

只穿衬衫的绅士,一只手插在裤袋里,头上流里流气

地歪戴着一顶老式的宽边毡帽0;另一篇题为5比斯

威登堡更为困惑6一文也把诗人的5草叶集6称为/有

毒植物(自私、傲慢以及正在可耻蔓延的肉欲)的肮

脏发臭的叶子0,认为/他的爱是最低级欲望的本质

而已0。面对诸多谩骂与诋毁, 惠特曼依然我行我

素,坚持/我是怎样便怎样存在着0的立场。他告诉

公众。他并非没有意识到现代文明的存在, 但是如

果文明等同于天性的压抑和泯灭,他宁可放弃这种

文明而选择最原始的。诗人是在期待文明, 还是已

经超越了文明而且支配着它, 不言而喻。惠特曼执

意/以原始的活力述说自然0:他更欣赏/如同雪片一

样的无规律0行动, /如同草一样的朴实0话语, 更愿

意/走到林边的河岸上, 抛掉一切人为的虚饰,赤身

裸体0。惠特曼也许是野蛮而原始的, /但他的这种

野蛮和原始让人想起的却是人类最初未受浸染的原

始壮美0。5草叶集6的第一位评论家丹纳( Char les

A1 Dana)指出:惠特曼的语言不容于现代社会, 但

/他用的也许是亚当和夏娃在乐园中交谈时所用的

语言0。诗人所要做的是/重新确定自然的、堕落之

前的人类地位0, 他成功做到了。常耀信在5美国文

学简史6一书中指出/在惠特曼的诗篇中, 获得新生

的亚当的子孙又重回伊甸园,并且正在最大限度地

发展着他们的潜能0 [ 6] 127。

诚然,按照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雪莱和济慈

的诗美学去衡量5草叶集6, 惠特曼无疑是痴人说梦,

这些作家们的批评似乎不能不算是入木三分,旨在

一棍子打倒,可他们并不理解5草叶集6带有的革命

性的审美价值。正如诗人自己所说: /从容不迫等待

着当代给他以评价的机会,在一切错误的理解和不

信任中等待着未来的评价机会。0 [ 7] 1037

对待批评与错误的理解,惠特曼在5过去历程的

回顾6中语重心长地道出了他的超验主义意识观:

/我既不要求舒心的赞扬、巨额酬金的回报,也不要

求现行的各种学派和机构感到满意。实现了的或部

分实现了的整个事业给我最好的安慰是:我没有被

自身灵魂之外的任何势力所阻止,所歪曲,而是完全

根据自己的方式说了我想说的话, 并且无误地把它

记录了下来 , , 其价值留待时间去判断0[ 8]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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