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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我们还有旧诗
!!!读"百年旧诗人文血脉#

胡晓军

今年初拜访叶元章老先生!得叶老见
示一篇刊于 "南方文坛#

!"&'

年第
(

期的
文章!是夏中义教授的"诗囚涅槃与思想
史接力$$$兼及叶元章%九廻肠集&与%陈
寅恪诗集&之比较#' 听叶老说!此文是夏
教授专程造访他多次!经深谈并详核了不
少资料后撰写的' 展卷而读!感觉文章引
真援实!思精论达!通过对叶老生平的梳
理(思想的解析和"九廻肠集)部分诗作的
评论!探寻和比较了两代中国知识分子相
异的命运遭际和相近的心路历程!具有深
刻的人文关注度与厚重的历史沧桑感' 半
年后!又得叶老惠寄夏教授*百年旧诗人
文血脉)一书!发现此文赫然在内!只少了
副标题' 原来夏教授以旧诗为路径!对百
年中国人文变迁所考察的对象不止一人!

而是八人!形成了一个极有必要性又颇具
另类感的思想史研究系统'

一

我以为要从个体研究出发完成系统
研究!难度很大!倒不是个体弱小不足以
代表整体!恰好相反!当个体过于强大时!

研究者很容易出现被+带着走,的现象!导
致以个体之+偏,概全或以个体之+全,概
偏的判断' 因此由点及面!是必然的选择'

读了几章! 果然全书所涉远不止于八人!

更远不止于个人' 所谓+远不止于八人,!

例如在论王国维前!以大量篇幅介绍梁启
超(钱锺书对+诗坛领袖,黄遵宪的评论!

既显示上世纪初中西文化在碰撞(融合中
从皮相到实质的真实历程!又勾勒了众多
中国知识分子对此由表入里的认知过程-

又如在论陈独秀前!先叙胡适对陈独秀诗
学漏洞的批评!再将王国维的文学改良观
与胡适的文学革命观作对照!道出庸俗工
具论的严重缺陷! 遥指后文中陈寅恪(聂
绀弩(王辛笛等对此缺陷不着一字(尽得
风流的否定' 所谓+远不止于个人,!基于
+远不止于八人,之上!例如将聂绀弩与郭
小川在相同阶段( 相似题材的作品打对
台 !将王辛笛的诗与王蒙的散文(张贤亮
的小说相比较!分析以他们为代表的知识
分子群体对时代的不同认知态度与表达
程度' 个体与群体的映带与交织!自然贴
合!成就了全书的系统性'

百年多来!通过研究旧诗以考察作者
思想的现象并不鲜见!但夏教授在系统性
上的成绩令人兴奋!使我不禁遐想若能将
苏曼殊(周树人(郁达夫(郭沫若(荒芜(赵
朴初他们都囊括进来! 哪怕只言片语!岂
不过瘾. 转念又想!+血脉,张得太开!势将
出现发散!若致血流不畅(逆行甚至坏死!

恐就不合构建此书系统性的初衷了' 关于
初衷!夏教授说得清楚/+这些被史学家所
忽视的传主心灵密码!却常以某种隐喻方
式蕴藉在其诗篇中' ,这正是此书的选择
标准!也即王德威先生在序中所说的+中
国版的潜在写作,' 王序以+诗虽旧制!其
命维新,为题!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学与现
代思想之间时显时隐的共生互动关系!可
视为对全书的概括或提炼'

夏教授对旧诗文学性的重视和发扬!

同样值得称道' 在他看来!隐喻是文学最
高级的手段和境界!这里姑且不论准确与
否!但至少说中了这百年来旧诗创作的内
驱力和实质性' 在这一个时段中!中国知
识分子的灵魂之域出现了大量曲折的路
径和隐晦的块面!这或许有个性和共性的
原因!但最多的则来自他们所处环境的浩

荡与诡谲' 在这样的处境下!无论+表演,

还是+不表演,均不能替代他们的+思考,

与+不思考,!+潜在写作,势成必然!文学
隐喻势成选择' 就在此时!恰是被百年前
新文化彻底+淘汰 ,了的文学体裁$$$旧
诗! 成了他们中不少人浇灌块垒的酒杯!

避免人格沉溺的扁舟!登攀独立自由的手
杖!且一路上改变了他们中有的人 !例如
陈独秀(聂绀弩和王辛笛等对旧诗甚至整
个旧文学的成见和偏见' 夏教授进入他们
构建的文学迷宫!译出他们真实的心灵密
码!从文学性中发现了百年中国知识分子
的一条最本质也是最隐蔽的心灵道路!并
表明这条道路似隐实显(似小实大'

对于重点论及的两位画家$$$吴昌
硕和张大千!夏教授的笔端在他们的画作
与诗作间游走!在分析他们+画什么,+为
何画,和+怎么画,时!均以他们的题画诗
作为证明' 同上理由!隐喻同样是艺术最
高级的手段和境界!而题画诗是+脐带般
喻指画面与画家情怀之亲缘的最佳中
介,!+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需要留意的是!夏教授的研究思路与
方法有一个良好的客观条件!即这些旧诗
尽管隐喻性很高!但都具有极强的+言志,

质地!一旦以发生学(系统学做出准确的
破译!便是+以诗证史,朴学火炬的极好燃
料' 这是从文学史研究走向思想史研究的
基础' 儒家诗学长期将+言志,置于+缘情,

之上!宋代以降更甚且成主流!形象思维
和感性往往成为逻辑思维和理性的佩饰!

一直延续至今 ' 尽管钱锺书试证两者半
分 !说 +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 !宋诗多
以筋骨思想见胜,! 但从后世的影响看 !

孰胜一筹应该十分明了 ' 现当代大多数
知识分子0王辛笛等少数人除外1秉承说
理之风! 也将旧诗作为盛放自己或公开
或秘密的思想观念的容器 ' 这也表现在
他们中的大多数!既不在意自己作为诗人
的身份0至少不是第一身份1!也不在乎自
己的诗作是否能广为流传!甚至不在意自
己的作品是否属于文学22这与现当代
文坛不把旧诗视为文学品种!形成了各怀
心思的契合'

但须注意的是!文学从不以被承认或不
被承认为文学!而发生本质的变异和退化'

二

有鉴于+旧诗中蕴含的独立自由的表
示!不是常规的现当代文学史教程所能涵
盖的,!另外!毕竟+当代旧诗如何能进入
文学史至今还是悬而未决,! 夏教授认为
除了从个人心灵史的深度!还须从社会思
想史的高度!方可最真实和最深刻地解码
这些旧诗的文化价值' 此说有理!前提是
充分尊重和肯定旧诗作为文学的本体属
性' 学者析诗!有赖于与创作不同的+通
感,! 就像拿着一柄显微镜去了解某个活
体的细胞构成!很容易发生+愿看什么就
看什么!不愿看什么就不看什么,的问题!

进而对旧诗加注过多的主体性评价!这是
须要留意和规避的'

至于解码的工具!夏教授主要以发生
学为探针和线索!将个人心灵史与社会思
想史清晰地链接起来! 细腻地编织出来!

正如他说!+有心灵史打底! 再去研读旧
诗!神经也就随之变得纤敏,!便可很方便
从微观处发现他们隐藏在曲折中的坦直!

或彰显在明快中的暗影!前者如陈寅恪的
+颂红妆,! 后者如聂绀弩的 +诗性自慰,

+心理自救,' 正因聂的 +体制内角色,及
+骑驴寻驴,心理!由衷生成了他在旧诗中
的+精神胜利法,' 夏教授进而以真灵魂(

真思想的程度为标准! 来辨别诗作的高
下!例如王辛笛的旧诗随其命运的变化呈
现出+向内,+向外,两种截然不同且一波
三折的轨迹!透露出这位+自由主义者,在
不同人生阶段中的文化价值成色!夏教授
以此辨析王在前

#)

年和后
!*

年作品的
优劣!得出+内驱力,的强弱和+忧惧感,的
深浅与作品高下成正比的结论 ! 令人信
服' 旧诗是物!诗人是人!旧诗以人为本!

因人而异!既可用来维护人格尊严(守望
自由理想!也可用来作为某种工具以满足
某种情绪冲动或世俗动机!其中既包括不
同的人的选择!也包括相同的人在不同的
处境与心境中所做的选择'

全书分析因人而异!开掘的角度和叙
述的深广度不一!手段各异!有时意象追
踪!字词统计!如陈寅恪之+园林,意象的
明灭!王辛笛+月亮,意味的隐现!王国维

之+苦,与叔本华+悲智胜义,的关联等' 吴
昌硕+酸寒,之语!与其两次食禄的经历及
觉悟有关!直通其心酸与齿寒!夏教授提
醒不宜仅将这些个性极强的符码轻易读
作吴昌硕的率尔自嘲' 有的中锋直进!以
诗为证!如对陈独秀的+四张脸,(王辛笛
的+三别,!将他们人生不同阶段的思想情
感变化勾勒得十分清晰' 有的先比后说!

理在事先!如先提陈寅恪与王国维在学统
与道统上的相异之处!随后进入对陈诗的
评述! 微观的旧诗解析与宏观的思想并
举!恰与陈+独立,+自由,思想微观在学术
学统!宏观在民族文化相对应' 总之!夏教
授像手持考古刷和雕刻刀一般!从旧诗材
料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中解析出对象的性
格与气质(灵魂与命运!彰显了个人心灵
史与群体思想史的对应和互映'

书中还大量引用了他们一些看似不
经意的小言论(小行为!用来衡量他们的
生命遭际(性格特征(精神境遇的+温度,!

这对测量他们在思想史上的高度!同样有
不可低估的助益!因为细节最容易透露出
本质'

三

从思想史的高度看旧诗!不是居高临
下!而是身临其境!坚持+学术在场,精神'

比如! 当写到陈独秀在经历了
&(

年旧诗
真空期后重操旧+诗,!从+心底对其口中
鼓吹的说不,时!夏教授对这位文化巨擘
的自私作了批评' 这可谓分析+在场,而议
论+离场,' 而夏教授对旧诗作为陈的+心
灵密码,的认定!也应对陈的苦衷给予一
些理解的同情' 反过来说!若要求陈+表里
如一,的话!就意味着失去了破译其旧诗
的动机和意义了'

我的想法是! 或许在陈独秀看来!正
因旧诗已+死,!从滋润的树干变成了干燥
的棺椁!他才能心安理得地殓放自己的思
想尸身吧. 陈独秀响应并推动的+言文一
致之语言,在文坛实现后!旧诗不复成为
主流文体!但也不是不能在同为方块字的
文境中存活!更不是不能表达思想尤其是
曾经死去(期待复活的思想' 当主流文体
的环境变得恶劣!那些处于旧新文化交替
过程中的失意知识分子!能很自然很轻易
地退入这个+棺椁,之中以求存活或复生'

换句话说!旧诗本质上属于古代 !他们在
这个属于古代的空间里!能以较安全的心
态阐述自己的人格理想!释放对自由的向
往 !在时间上退了回去!在精神上走了出
来!依靠旧诗形制(意象符码(典故隐喻(

多义修辞所抒发的内涵!既能言白话所不
能言!又能隐白话所不能隐!既有古典性
和普适性!又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
被作者和读者进行调用和移用!从而显示
出超出字面的现代感' 旧诗的这种形式向
内(内容向外的张力!因时代的变迁而愈
发被人看得鲜明' 旧诗如此顽强的生命
力!可从正式身份为+新诗人,的王辛笛身
上明晰可见' 胡适想不到的是!他谓之+死
文学 ,的旧诗 !居然在 +活文学 ,死去时
+活,过来了!活得如此沉郁和鲜活了'

我想!尤其是曾轻视过 (抛弃过或批
判过旧诗的人们! 当他们藉旧诗以自谴(

自解和自嘲时!是应该感到庆幸的$$$幸
亏我还有旧诗3 这就是传统文化如母亲(

似祖国般的爱!她哺养了你!放飞了你!并
永远准备着接纳一个叛逆和受伤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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