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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现代之路
以惠特曼、威廉斯为研究对象

武 新玉
(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惠特曼与威廉斯, 是近代美国诗坛最重要的两位诗人, 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诗学联系。惠特曼具有勇于

探索、大胆创新的超前意识, 威廉斯则开创性地运用多种艺术技巧, 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现代派诗学, 使美国诗歌进

入了一个新时期。他们的出现对于近百年来美国诗歌由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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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歌艺术的内在诉求

惠特曼诗学的核心, 可以说就是他在 草叶集!

出版序言中宣布的∀现实与灵魂之间的通道#。他
说: ∀大陆和海洋,植物、鱼类和禽鸟,天空和星体, 山

岳和河流,这些都不是小题∃∃但人民所期待于诗

人的,不只是指出那些无言之物所常常具有的美好

尊严而已∃∃他们期待他指出现实与灵魂之间的通
道。#[ 1] 147惠特曼认为, ∀诗歌的目的在于自由地表达

激情#,而激情和灵感则要∀深入到当前的生活潮流

和实际中#去寻找, ∀观察,亲近,用直觉,用自然所表

现的外形和形状,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历史与现实中

强烈情感的实际表现∃∃使用这些,并抓住其中的

实质∃∃这便是形象创作的才能,可以与物质创造

媲美,相匹敌,甚至超乎其上#。这就是惠特曼的诗
学核心之∀表现论#。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名浪漫

主义诗人,他却非常强调客观现实的地位,指出: ∀歪

曲真实形状或虚构超自然的存在物、环境或偶然事

件∃∃那真是令人厌烦和作呕的行为。# [ 1] 147
在这

里,惠特曼实际上已经接近关于艺术来源于现实、反

映现实乃至忠于现实的观点, 形成了高于一般浪漫

主义的创作论。但作为浪漫主义诗人, 他同时重视

内在的体验,认为∀只有狂热的幻想才能从那些已看

见的东西中看到尚未出现的东西#。诚然,在诗歌的

创作中惠特曼强调所要凭借的是∀狂热的幻想, 天才

的神性魔力#,这与现实主义仍不完全一样,甚至有

所矛盾,但这样一种矛盾的存在也正体现了浪漫主

义诗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现代主义的一种诉求。从

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新型的浪漫

主义诗人,惠特曼是在从实际出发向未来进行着大

胆探索。

惠特曼在 草叶集!出版序言中写道: ∀美国诗人

的表达手法将是卓越而新颖的。那将是非叙述和史

诗式的∃∃因为在这里, 主题富于创造性又具有远

景∃∃能在至今还没有实际形状之处看见未来坚实

而美丽的形状。#[ 2]
可以说惠特曼自己一生都在向往

着这个未来的远景,甚至往往立足于未来看待当前

和过去的∀现今#, 并为此提倡∀未来诗歌#[ 3] 。

作为美国诗坛的领军人物, 惠特曼对未来诗歌

的探索精神影响到很多美国诗人, 特别是现代主义

诗歌的代表人物威廉斯。虽然后者所处的时代与前

者相距甚远,但二者在诗歌创作的思想方面契合很

多,称惠特曼为威廉斯一生钟爱的诗人也毫不为过。

收稿日期: 2009 05 16



早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的时候,威廉斯就对惠特

曼的 草叶集!爱不释手, 并为诗中洋溢着的∀粗放力

量#所叹服, 草叶集!中惠特曼的那种对大千世界、

芸芸众生的∀态度#也深深地感染和触动着威廉斯并
直接影响了他对诗歌创作的基调和主题。在惠特曼

的影响下,威廉斯认为∀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一首

诗# [ 4] 26。这也正是现代主义达达派艺术家杜尚的

观点 一个普通的事物也能成为一件艺术品, 只

要将其加以重新组合和进行陌生化处理。威廉斯试

图从一个能细致观察任何事物的理性观察者的角度

去揭示那些日常生活中被我们所忽视或者所忽略的

事物,比如其代表诗歌中的∀一辆红色的手推车#∀破
碎的玻璃瓶#∀救火车上的数字#等。这样的思想最

终发展成为现代主义诗歌的∀客体派#理论。

二、诗歌语言的艺术倾向

惠特曼在 草叶集!出版序言中说: ∀艺术的艺

术,表现手法的精彩和文字光辉的闪耀, 全在于质

朴。没有什么比质朴更好的了。#与质朴相关的是自

然,他指出: ∀在文学中,只有以动物行动时那种端正

和漫不经心,以林中树木和路旁花草的情操那样的

清白无瑕来发言,才是艺术的上乘。# [ 5]

惠特曼在艺术表达上, 主张质朴自然的另一个

提法,是坚持经济和坦白的原则。他要求语言简练,

词意率真, 在语言的选择和锤炼上下工夫。他在谈

到选择词语的标准时说: ∀我喜欢那些能精确形容其

对象的字眼。如果一个丑陋的字能够说明更多的含

义,我就宁愿用它而不用美丽的字。#他又说: ∀言词

的长处在于它的敏捷和必要性 击中要害而不迂

回累赘。#而且, ∀在诗歌、讲演、音乐创作活动中, 那

些没有说的话和那些说了的同样重要, 包含着同样

丰富的意思# [ 6]。

总的说来, 惠特曼重视从工厂、农场和码头等民

间语言中吸收营养, 喜欢将俚语、土语和印第安语写

入诗中。而且, 惠特曼受超验主义语言理论的影响,

认为事物原是象征, 词语又是象征的象征,要完美地

使用词语便得使用事物本身。与此同时, 他又企图

跨越语言的限制,进入它所能引起的气氛即精神境

界中去,如同超乎肉体达到灵魂世界那样。但在实

践中,惠特曼的语言实验并没有得到最理想的结果,

他的语言一方面有着罗列事物的现象, 另一方面又

有抽象化的倾向、概念化的倾向,其结果反而与诗人

务求词语本身即能嬉笑怒骂的初衷相距甚远, 有碍

于诗歌艺术力量的发挥。

有批评家指出,威廉斯是在继续由惠特曼开始

的诗歌语言革命, 他一直在探求的是如何从本土发

掘诗歌的主要动力,以深化惠特曼的诗歌语言实验。

为此,威廉斯于 1925年出版了 美国性情!这部散文

集,通过重新挖掘美洲大陆的历史,鼓励美国艺术家

在作品的创作中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和认同

感,建立起以美国方言为主的美国自己的诗歌传统。

同时,由于受到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影响,威廉斯又将

这样的语言观上升到诗歌创作的高度。威廉斯在论

述艺术家与孕育其成长的土地之间的关系时认为:

∀艺术家不必也不可能试图详尽地描绘整个宇宙,而

应专注于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个体之间的简洁、直接

的联系,从而去体现普遍性的意义。# [ 7] 174 ∀事实上,

除非建立在地方性之上, 不可能有普遍性的文

化 我多年来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普遍性只寓于

地方性之中。# [ 8]
换句话理解, 在威廉斯看来,为了表

现普遍意义上的美国, 艺术家的创作可以而且应该

与某处特殊的、为其所熟知的地方相关联。而这∀地

方#,在威廉斯毕生的创作历程中就特指为他的出身

地 鲁瑟福德, 一座位于新泽西州的典型的美国

小城镇。

三、诗歌形式的创新

在诗歌形式发展史上,惠特曼也是一位著名的

探索者和创新者, 一位反对陈旧传统的严厉批评家。

他的批评是根本的、彻底的, 全面否定了以音节、重

音和脚韵为基本要素的诗歌格律, 而代之以奔放自

由的艺术形式,即所谓惠特曼式的自由诗体。

惠特曼诗学的一条基本原则是, ∀诗的特性并不

在于韵律或者形式的均匀#, 因为它所要写的∀不是

事物和它的表象, 而是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精神#。何
况宇宙万物多种多样, 它们不需要机械的、外表的规

律和统一。诗歌为了传达自然的创造力及其丰富多

样性,必须抛弃传统的模式,创造一种新的能表现其

内在和谐的格调。这种格调是民主的和泛神主义

的,它带有无限宏伟的宇宙性和原动力特征,能与人

类灵魂相适应。惠特曼引用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的

观点指出: ∀一切独创性的艺术都是自动调节的, 没

有哪一种能从外部加以调节。它具有自己的平衡能

力,毋须从别处获得这种力量 它以自己的血液

维持生命。#[ 7] 108尤其是诗歌, 惠特曼说, ∀它的法则

和领域永远不是外部的而是内部的#,因此它的节奏

也只能从内部产生,在内部调整,而不能以某种形式

从外部强加于它。这就是惠特曼的∀有机韵律#说。

布罗斯据此加以发挥, 把传统的韵文形式看作一件

∀紧胸衣#,说它∀对于一个美好的身材没有多少修饰



作用,反而一定会妨害它,因为它只能遮掩缺陷而束

缚丰满的体态# [ 9]。

威廉斯赞赏惠特曼的自由诗。正像惠特曼把生

活看成一个过程和不间断的运动一样, 威廉斯的自

由诗首先也具有所有自由诗的一般性原则, 如采用

开放的、即兴的形式去表现诗歌的主题与意象,尽量

避免相邻两行出现同等数目的音节,避免重音分布

的趋同,避免无意出现的尾韵等。如在诗歌 幼橡
树!中,诗人以∀我必须告诉你#为始发点, 一气呵成

地向人们展示出即便是一棵∀只有两个/长满古怪树

瘤的/树枝/向前弯曲/长在树顶/如角然#的小幼橡

树,也依旧生机勃勃、孕育不息。对于生活在一个日

新月异变化的世界当中的现代派诗人, 那种开放的、

不完整的诗歌形式无疑更适于情感的延续与表达。

惠特曼自由诗体中的两大创作特色当属对句法

和目录诗。所谓对句法( Par al lelism)是将一组数目

不定的诗行并列相呈, 各句中的词类或思想排列顺

序原则上都遵守一定的格式。而目录诗( Catalo gue

Ver se)则是诗中一系列的人名、地名、事物或思想结

合成组,而每组名称中通常含有一个相同的主题, 如

英雄气概、美、死亡等 [ 10]。惠特曼认为, 诗人若想对

宇宙的真谛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最佳的途径莫

过于将一连串的事物、思想一一加以列举,而在列举

的过程中,宇宙的基本肌理纹路也就自然而然地从

字里行间涌现。

与惠特曼这种较长的目录式的自由诗体形成鲜

明对照的是,威廉斯的自由诗多采用短小诗行。他

认为,唯有在特殊性中方能表现事物普遍深层的含

意,故而每一件小的、不起眼的事物经过诗人独具的

匠心提炼之后, 都近似于一个大的层面上的浓缩和

聚焦,如一株树、一辆手推车、几片碎玻璃、贴在窗玻

璃上的女人的面孔等。

简言之,惠特曼∀自由诗#的主要特点是一无脚
韵二无格律。早在古希腊, 一种以音节为基础的格

律就出现了,例如荷马史诗便是以扬抑抑格六音步

的模式写成的。英语诗歌中, 从 14世纪的乔叟和

15世纪的民谣开始,直到 19世纪末, 这种格律诗历

来占据统治地位。因此, 惠特曼在抛弃脚韵的同时

也一举摧毁了传统格律的限制, 这是诗歌史上一个

空前的革命行动,无怪乎 草叶集!当时引起了那么
大的震动和毁誉皆有的反响, 而且至今余波未了, 仍

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议题。

四、诗歌表现手法的多艺术融合

惠特曼自称∀歌手#。他的诗确实有音乐性, 而

且不少篇章被音乐家谱了曲子。作曲家瑞特指出,

惠特曼的许多作品, ∀其主题是那么丰饶, 那么能引

起新的和声与旋律#,以致读到它们时音乐家的手指

便会∀立即动弹起来#[ 11] 140
。有的批评家从∀有机韵

律#的观点着眼,发现 草叶集!中的词语和短语起着

乐曲中音符般的作用, 同时重复与变化也是音乐的

基本手法之一。

惠特曼自称是在歌剧的启发下开始致力于诗与

音乐的结合, 以摆脱∀民谣#即传统格律的束缚的。

用他自己 1860年的话来说, ∀要不是看了那些歌剧,

我也许写不出 草叶集!来#[ 11] 152
。他晚年同特罗贝

尔谈起这个问题时依然记忆犹新, 他说: ∀ 我年轻时
候,生活是那么洋溢着这种音乐给我引起的激情,狂

喜,昂奋,以致我后来的作品要不带有它们的色彩,

那才怪呢! #[ 12] 345

 草叶集!中不少诗篇采用了意大利歌剧的手

法,其中最为显著的要算 从永久摇荡着的摇篮里!,

其次是 当紫丁香最近在庭院中开放的时候!。在这

些诗中,可以看出作者是在交替运用宣叙调和咏叹

调作为独特的艺术手法,使情绪和音调协和律动,发

展变化, 产生强烈的感染力。他的一些较长的诗篇

还运用了歌剧中∀渐强# ∀极强# ∀极弱#的音响旋
律,以获致高潮涌退的艺术效果。另有若干诗篇,如

 暴风雨的壮丽乐曲! 神秘的号手! 红木树之歌!

等,虽然没有明显的歌剧特征, 但艺术手法丰富多

姿,音乐性也较强, 被批评家誉为∀ 富有交响乐风
味#。

继惠特曼之后的 20世纪是∀分析的时代#, 正如

美国哲学家 M . 怀特在分析 20世纪哲学时所说,

∀ &分析∋ 是本世纪最强有力的趋向# [ 13]。这种哲学

领域的分析 ∀趋向#在艺术中同样鲜明地表现出

来 西方现代艺术与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相比, 更

显出它的精致细微与学科渗透, 为耽于习惯审美中

的观众打开了阳光灿烂、五彩缤纷的多种艺术融合

的世界,这成为 20世纪艺术的转折点。

自 1910年始,威廉斯沉浸在纽约的先锋派艺术

运动中,他积极借鉴现代艺术, 探索诗歌革新的途

径。正如惠特曼在歌剧的启发下开始致力于诗与音

乐的结合,以摆脱传统格律的束缚一样,威廉斯和当

时的一批年轻诗人们受现代派绘画的影响,逐渐割

断了对英国浪漫派诗歌的依恋, 最终引领一批先锋

派艺术家走出了 20 世纪最初十年 美国艺术与

诗歌发展的断层期。

威廉斯成功地将绘画的技巧和特质带进诗歌,



他常常用一种绘画性的思维来创造性地构思一首诗

歌的创作,而我们在阅读威廉斯的诗歌时,仿佛也是

在欣赏一幅现代派的绘画作品。正如威廉斯所说,

∀我试图将诗歌与绘画融合在一起,将二者视为同一

种艺术的创作# [ 4] 26。威廉斯创作诗歌就像∀在一幅

画布上作画# [ 14]。作为一名用词语作画的诗人, 威

廉斯独创性地运用简洁的词语在页面上∀绘画#, 营

造出了视觉的张力。他的诗歌会使读者产生一种视

觉的空间感,这种由线性的直线阅读到视觉空间多

维的产生实际上是一种读者的再创作的过程。由于

多艺术的融合, 诗人创造了一种形式,在这样的形式

中,意蕴是不固定并有一定空缺的,这样的空缺需要

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来填补。于是威廉斯的诗歌留

下了很多空间让读者进入, 读者通过阅读来参与文

学作品的再创造,这样的再创造过程同样也是现代

诗歌给人所带来的新的启迪和愉悦的过程。

五、结语

惠特曼强调建立民族民主新文学的思想和勇于

探索、大胆创新的精神,逐渐深入和感染了许多美国

作家,对近百年来美国文学,特别是诗歌由浪漫主义

到现代主义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因此, 不少文

学史家认为,惠特曼既是美国最伟大的一位浪漫主

义诗人, 又是现实主义乃至现代文学的先驱。正如

著名批评家罗%哈 %鲍尔斯说的: ∀一部美国诗史可

以写成对惠特曼的继续发现和重新发现, 即不断地

肯定他对美国诗人使命的至关重要∃∃我们伟大的

现代派诗人从艾略特到威廉斯, 无疑全都在自己的

诗中记录了他们的发现。# [ 15] 另一位评论家在 1982

年 1月的 美国文学!杂志上写道: ∀如果说对于一位
伟大文学家的鉴别在于他是否永远改变了一种文化

的轮廓,那么惠特曼就是这种文学家的最高范例之

一。# [ 16]
1955年威廉斯在纪念 草叶集!出版 100周

年的文章中也着重指出: ∀惠特曼的自由诗是对诗歌
本身的堡垒发动的一次进攻;它向所有活着的诗人

提出挑战,要他们说明为什么自己不能这样做。这

个挑战经受了整整一百年的猛烈打击,但毫未受挫,

直到今天仍保持着强盛的生命力。#他宣布: ∀我们必

须把旧的推开,来为自己取得容身之地,不管我们将

招致多大的损失并为此受到威胁。#威廉斯的评论是

对惠特曼∀未来诗歌#的总括,同时也仿佛是美国现

代派诗歌的宣言, 鼓舞新的诗人沿着惠特曼所开拓

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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