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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朦胧诗作为诗坛上曾出现的具有一定影响 的诗歌样 式, 它的 美学追求 具有三方面 特点: 陌生化、

个人化和民间化, 探求朦胧诗的艺术旨趣和文学 追求, 是为了回顾和肯定它对我国现代诗歌发展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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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手法

象征、
隐喻、
蒙太奇、
意识流等, 并

现实的批判、
对美好人性的呼唤 这一主题宣告诞

与中国传统诗歌的意象思维相结合, 从而创造出

生。在经过近 20 年的坎坷跋涉之后, 它又以 见

了一种崭新的总体象征的艺术方式。这种总体象

证历史和生命 这一主题而宣告消隐。但新诗潮

征具有朦胧性和多指性, 它要求审美主体的介入,
因而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中国诗坛来说, 它

诗歌运动的帷幕却没有就此落下。事实上, 我国
当代文学中由 朦胧诗 承接、传递的人本主义文
学思潮一直延续了下来。到了 80 年代中后期, 这
种思潮被 确认 到了 新生代 诗歌之中, 并突出

又具有陌生化的艺术效果。 朦胧诗 这一概念的
提出, 以及关于 朦胧诗 能否成为新诗发展的主
流的争论, 就是针对其陌生化的艺术效果而言的。

了它的另一倾向, 即诗歌的平民主义倾向和对生

艺术的目的是使人感觉到生命, 而不是仅仅

命的具体触摸。诗歌开始沿着 后新诗潮 所装点

知道生 命。现代艺术 的技巧就是使 对象变得陌

的人本主义文学这一轨迹向前迈进了。探求朦胧
诗的艺术旨趣和美学追求正是为了回顾和挖掘朦

生, 使形式变得困难, 增加知觉的难度和长度, 因
为知 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 必须设法延长。

胧诗对我国当代诗歌的影响。

艺术是体验对象艺术性的一种方式, 而对象本身

在 朦胧诗选 的序言中, 谢冕先生这样论述

并不重要。不言而喻, 在那个时代, 诗歌美学尚处

过: 对于诗人的创造, 要是没有自由地采用适宜

在 诗人必须讲真话 这一非本体化的诗学理念中
( 讲真话 是一切艺术的共性, 对 怎么讲 的关注

的艺术形式, 从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的权利,
诗歌的革新并到达繁荣只能是侈谈。当代诗歌在

才是诗学的命题) , 陌生化的诗歌艺术必然会引来

的性格。它曾遭受非难。但它无疑将为新诗艺术

种种诘难和指责, 其中最主要的也是最直白的问
题便是 读不懂 、看不明白 , 他们还颇有分寸地

的更新提供 条件。 [ 1] 从 这样的视角来 对待朦胧

使用了 朦胧 这个概念。后来, 从事 朦胧诗 创

诗的艺术探索和美学追求是最公允的。

作的徐敬亚把 朦胧诗 界定为 现代主义诗歌 ,

近年的发展, 最先具有此种反抗因袭的艺术惰性

一、
陌生化
审美的目的

延长知觉的过程, 突出

朦胧诗潮诗歌创作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

这也是针对其总的艺术特点而言的。他说: 在艺
术主张、表现手法上, 新倾向主张写自我, 强调心
理; 手法上反铺陈、
重暗示, 具有较强的现代主义
文学特色, 但他们的创作主导思想从根上讲,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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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唯物主义反映论。它们突破了传统的现实主
义原则, 表现了反写实、反线性的倾向, 但他们反

承继与张扬。从艺术的脉络上看, 它与中国三四
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有着相互的衔接, 特别是

对的只是传统观念中的单纯写实, 他们反对的理

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等人的诗歌( 讲究内在的旋律、

性只是那种对诗的生硬的政治性附加, 他们的主
题基调与目前整个诗坛基本是吻合的, 有突出区

意象的原则暗示性与朦胧美) , 九叶派诗人穆旦
等人的诗歌( 凝重、
充沛、坚厚的主体精神) , 对舒

别的只是表现方式和手法。[ 2] 所以, 从其艺术特

婷、
北岛等朦胧诗人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抑或心灵

点和语言方式上将其定义为 现代主义诗歌 是恰

的感应。诗人们恰到 好处地熔铸了 群体意识与

如其分的。 朦胧诗 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表现手

代言人 的角色内质, 又尽情发挥着个人化抒情
的潜力和持久性。

法的借鉴是十分显然的, 它为 朦胧诗 加入了较
为浓烈的 现代主义 艺术味觉。诚然, 朦胧诗
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过程中, 也有生吞
活剥、
照猫画虎之嫌, 极个别的一些作品写得较为

不可否认, 朦胧诗既有 现代主义 追求, 又有
现实主义 精神底色, 它与现实主义诗歌追求坚
持的个人化抒情是一致的, 只是在体验的角度上

隐晦含混, 显得牵强, 但仍是瑕不掩玉。 现代主
义 陌生化的表现手法的介入, 真正打破了过去诗

存在着差别。我们不妨以当时诗坛的 李瑛现象

歌审美的单向接受性, 取而代之的是审美主体与

实主义个人化抒情的艺术现象。这位随同共和国
的步伐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的诗人, 从 80

创作主体的双向合作

要求审美主体的主体性

参与。而当时许多人缺乏的便是他们的主体性参
与, 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 朦胧诗 唤起了审美
主体的主体性觉醒。

为例。这位老诗人当时的优秀作品的确称得上现

年代后期起, 抒情主体发生了由战士的身份、 人
民的代言人 到诗人个人化的剧变。李瑛诗歌创
作从此走出了不少老诗人走不出的困境。诗人自

实际上, 任何诗歌的审美价值都在于其艺术

我意识的强化, 并未改变他关怀民众的初衷。在

上的创新与探索, 从某种程度上说, 朦胧诗潮的诗
歌所创造并形成的陌生化手法和艺术旨趣, 为中

他那穿透时空的广漠深邃的生命世界里, 仍然带

国诗歌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 也为当代美

有凝重的历史感、
沧桑感。这说明个人化抒情传
统也可以包容宏大的生存和时代命题, 它也是鲜

学观念的转变提供了凭据, 更为新诗艺术在表现

活的诗歌方式, 它不会被另一种语言方式所代替。

形式上提供了多元化的可能。

再看辛笛、陈敬容、杜运燮、穆旦、郑 敏等现代诗

二、
个人化
的观照秩序

自我的抒情方式, 现实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一批 老诗人以传统的
抒情方式唱出 归来者 的歌, 充沛、
流畅而通俗,

人, 他们当年就是以个人化抒情步入诗坛的, 就
是以个人体验表达时代精神的, 他们所追求的话
语风尚和美学情趣历经半个多世纪而绵延不绝。
北岛记录生命的方式、
舒婷抒写爱情的方式、
杨炼
吟咏历史的方式都是个人化的抒情典范, 那些诗

有着明显的大众化审美倾向。而朦胧诗却揭开了
个人化抒情的序曲。朦胧诗人开始因个人化的抒

篇也因而留下了悠长的回音。今天看来, 朦胧诗

情及新的艺术手段带给诗坛新的面貌, 反映了四

殊而重要的一步。
个人化抒情作为一种诗歌的表现方式, 也维

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 充当人民的代言人 的 大
我们 与诗人个人的 我 之间的反差。而消除这
种差距, 则意味着诗人找回了丢失的自我, 返回

个人化抒情风格为我们的新诗发展完成了极其特

护了诗歌对现实的观照秩序。山川草木、
雷电风

到了内心体验的真实。其实, 朦胧诗的个人化抒

雨都是个体的对应物质, 它们首先是存在的, 其次
才是表象的, 而这个过程必须借助 典型
个

情, 并非孤立的艺术现象, 其思想根基恰恰是在

人化的 手段、感性和理 性的结合

对 左 的政治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中所表现出
的个性自由精神和崭新的生命意识。新时期中国

所以说, 现实生活首先是 每个人 的生活, 其次才

才能 实现。

民众的心灵的苏醒首先在诗歌中显露出来了, 个

是 所有人 的生活。而文学恰恰体 现了这种意
味, 并用 我 的抒情 方式建构 了诗歌的 语言形

性化抒情分明是对 五四 新诗的现代传统精神的

式。其中, 个人化成为艺术化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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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间化
一种审美的自由

是一种写作立场, 更是

民间化立场体现在诗人的写作中, 就意味着尽
量摆脱体制化立场, 追求思想与艺术上的审美自
由, 意味着对个体精神的坚持, 意味着保持个人写
作的纯粹独立性。朦胧诗的创作追求便因循了这
样一种自由。不论它的前期探索还是它后来的自
觉原则, 都紧密地恪守了这一立场和旨趣。它呈现
的是个人的真正独特的生命经验, 所以朦胧诗让一
个个诗人从板结的背景中鲜活起来, 让他们的艺术
个性在单一平实的传统文风里更加分明。
民间化立场的自觉确立, 必然与现存的文化
体制构成对峙和冲突。从本质上讲, 民间化 捍
卫的是写作的内在自由, 反叛的是所有的权力话
语。朦胧诗的崛起无疑使广义的民间写作形成新
的格局, 新与旧的分裂势在必行。然而, 真正的民
间状态就是平衡的、持续的 个人化写作 状态, 而
不是另一意义上的 集体话语 。只有在个人独立
写作状态的氛围里, 诗歌才能够活力四射、
生机盎
然。民间化写作不可能有 集体 的统一行动, 民
间 自身的冲突和分歧是豁达、自由而多元化的,
民间 对待否 定的态度永远 是欢娱的、大度的。
朦胧诗充分占有并汲取了这些条件和因素, 把自
己的艺术空间扩展到最大的程度。特别是在朦胧
诗创作的中后期, 民间化写作立场的纬度不断扩

大, 审美的自由空间不断拓展, 否定、批判、自省、
超越的意识也日益强烈, 敢于反对自身的勇气空
前高涨, 一种来自主体洞察力的美学作为匡正了
朦胧诗的求索轨迹, 从而郑重地确立了诗人诗作
的特殊地位。令人惋惜的是, 到了 20 世纪 80 年
代后期, 随着社会观念和文化思想的发展, 朦胧诗
的民间化倾向逐渐弱化, 从而使美学旨趣也与原
有的轨迹发生了偏移。那个自由的空间不仅缩小
了, 而且悄然地让给了第三代诗人( 新生代) 。
朦胧诗潮在艺术上的追求成就了我国当代文
学史上的一个巅峰, 其独到的风格和美学旨趣对
诗坛来说都是一个典范。正如谢冕先生所说: 新
诗潮弭平了新诗史上的最大的一次断裂, 它使五
四开始的新诗传统得到了接续和延伸: 它结束了
长期以来新诗向着古典的蜕化, 有效地修复和推
进业已中断的新诗现代化进程; 它结束了新诗思
想艺术的 大一统 的窒息, 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世
界, 由此开始了艺术多元发展的运行。新诗潮结
束了新诗的暗夜, 以富有活力的实践撒下了新时
期诗歌的第一线的曙明。 [ 3]
朦胧诗的发轫和消隐都缘于那段特定的历史
和人文环境, 它对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特别是汉
语诗歌的进步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 朦胧
诗似乎沉寂了, 甚至有零落成泥之感, 但那种暗香
却依然浮动在我们心头, 它延留在诗歌史册上的
美丽将给生命以永恒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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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esthetic pursuit of the misty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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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misty poetry is a rat her popular style of poet ic writ ing, w hose aest het ic pursuit is t hreefolded: strangeness, individualit y; and f olklore. T herefore t he study of the m ist y poet ry is t o review and
ensure its cont ribut ions to Chinese modern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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