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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诗歌的流浪意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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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北碚 400715)
摘

要：从生活流浪到精神放逐，沈从文的诗歌凸现出浓郁的流浪意识：在流浪与还乡的胶着中无法割舍对湘西

的忆恋；在精神放逐的孤独中，通过对异性的向往和人生的哲学体验来填补情感虚空，特别是在后期表现出寻找
心灵家园而不得后的巨大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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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the vagrant consciousness of Shen Cong-wen’s poetry
TONG M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Research Institut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life vagrancy to the spiritual exile, Shen Cong-wen's poetry reflects a strong vagrant consciousness:
can not give up the love to Xiangxi between vagrancy and returning, recovering the lonely emotion through love and
philosophical experience on the way to spiritual exile. Especially,his later works reflect a huge disappointment after
losing his way to soul home.
Key words: Shen Cong-wen; poetry; vagrant consciousness; life vagrancy; spiritual exile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 一切都处在变化

开湘西，他就一直在漂泊，在流浪。他自己也说：

动荡之中，旧的政权刚刚解体，新的政权尚未建立，

“坐在这不可收拾的破烂命运之舟上，竟想不出办

民族前途未卜，作为当时最敏感的阶层——现代知

法去找一个一年以上的固定生活。”[2]3 即使是到了

识分子，他们在这一大的时代环境中带着兴奋与好

1949 年，在生活上算安定下来的沈从文，精神上的

奇开始了一段流浪之旅。纵观现代文学史，几乎每

无根感却愈发强烈。这时候的他放弃了文学创作，

一个人都有着流浪的体验，如鲁迅、郁达夫、蒋光

一心投入到文物与文化史的研究当中。沈从文的流

慈、郭沫若等等，沈从文就是其中一位。

浪体验让他的作品也蒙上了一层流浪色彩，流浪意

高小毕业后，十四岁的沈从文进入部队，在湘、

识成为了他诗歌中的重要基调。对沈从文的研究，

川、黔边境颠簸了五年，由此开始了他的流浪之旅。

学界往往注重对其代表性体裁作品小说和散文的

他在《从文自传》中说：“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小

研究，而相对忽视了对戏剧、书信、诗歌等的探讨，

城里，将近十五岁时方离开。出门两年半后回过那

对其诗歌中的流浪意识更是鲜有着墨。为此，笔者

小城一次，直到现在为止，那城门我还不再进去

拟以沈从文具体诗歌为个案，从生活流浪和精神放

[1]103

过。”

1922 年后，他先后辗转来到北京、上海、

青岛、昆明，度过了非常艰难的生活。可以说自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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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等层面对其流浪意识进行解读和剖析。

一、生活流浪中的湘西忆恋
1922 年，沈从文为心中单纯的理想来到北京，
本想“读好书救救国家”[3]374。然而这个理想未免
带着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现实社会很快就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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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了他的理想。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并不能如愿

惯，它不仅表现了湘西的日常生活，同时它也是男

以偿地进入高校学习，生活的困顿让他愈发感觉被

女之间一种传情达意的方式。沈从文在自己的诗歌

城市所抛弃，感受到从未有过的一种孤独。“正是

创作中也采用了对山歌的形式，如《春》这首诗歌。

在无法阻隔对理想或梦的精神追寻中，现代知识分

同时，沈从文还把湘西酬神还愿的风俗通过诗歌表

[4]16

子承受了漂泊的艰辛命运。”

这种漂泊与流浪注

现出来。虽然这样的题材在诗歌中并不多见，但同

定要造成像沈从文这样的知识分子与社会的隔绝。

样表现了沈从文对湘西生活的忆恋。如《还愿》这

在异地他乡，生活和心理上的每一个方面都与新环

首模仿楚辞章法写成的诗记述了当地酬神祭祀的

境格格不入，他们主动与社会疏远，“被”新环境

古老风俗。沈从文小时候见过这种还愿仪式，并且

所抛弃。而与此同时，湘西的风俗人情、苗家文化

对此念念不忘。他曾经说过希望把“比歌谣要有趣

无一不时时刻刻牵动着他的心。沈从文的诗歌与他

味的十月间还傩愿时酬神的喜剧介绍到外面来”，

的小说一样，都与湘西脱不开关系。在生活的颠沛

[6]20

流离中，故乡已经被沈从文所诗化。

展现在世人面前。
从乡村到都市的迁徙过程中，给沈从文带来最

《沈从文全集》诗歌卷中的第一个集子《筸人
①

大冲击的是乡村固然落后、都市固然繁华这种城乡

谣曲》 是沈从文 1925 年 7 月到 1934 年 7 月发表

对比中的巨大反差。就如他的小说一样，沈从文的

的一些民歌体诗，其中《筸人谣曲》和《筸人谣曲

诗歌也构筑了两个世界，一个湘西乡下世界，一个

选》是诗人从自己家乡一带的山歌中收集、整理的。

都市世界。二者比较，沈从文选择了前者。在沈从

这些歌谣就像沈从文所写的湘西地方小说一样，富

文的心中，这种繁华只不过是都市畸形发展的表

有浓厚的地域特色。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当是他在这

现，畸形下的繁华则是一种虚假的幻象，都市文明

些诗歌中“把故乡湘西的语言吸进他的词汇中来”。

是一种虚假的文明，都市人的天性也因此受到“污

[5]197

染”。如《到坟墓的路》这首诗，沈从文对“艺术”、

如第一首《乡间的夏》，诗人在标题下有注明

“镇筸土话”。这首诗再现了一幅粗野、纯朴的乡

“文人”、
“志士”、
“名士”、
“女子”
、
“恋爱”
、
“生

间风景画，诗中的语言几乎都是用的当地方言，像

命”、“面目”
、“胜利”
、“朋友”这些“都市名词”

“伢仔”、
“您妈”、
“代帕”等比较难以理解的词语，

重新作了解读，以一种反讽的语气来抨击都市社会

沈从文均在文后给予了注释。他在这首诗后附了一

中的一些虚假做作。而《疯妇之歌》则借一个“疯

个“话后之话”：
“至于最新的什么白话呢，那中间

妇”之口控诉了生活在上流社会中的老爷、太太、

似乎又必须要加上‘云雀，夜莺，安琪儿，接吻，

小姐们，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搂抱’才行。……若因袭而又因袭，文字的生命一
[6]7

在沈从文的诗歌中，不管是对故乡的忆恋抑或

对于流

是对陌生环境的抨击与否定，都是他从一个流浪者

浪在外的沈从文来说，湘西的一切都是富有生命力

的双重视角出发，以思乡为起点，一方面以诗化的

的，甚至是湘西的方言。通过一种“新的尝试”来

视角来重新打量湘西，另一方面因都市文明病的扩

给“寂寞无味的文坛”增加一点趣味，从一个更深

张又更加怀念那个心中淳朴的圣地。

天薄弱一天，又哪能找出一点起色呢？”

层次来说，这就是一个流浪在外的人对故乡的一种

二、精神放逐里的孤独私语

变相的忆恋。
除了在诗歌的形式上使用湘西方言进行创作

沈从文从湘西出走，正是看到了湘西的不足与

之外，沈从文在其内容上也强调了湘西与都市的不

落后，然而到了外地后，生活也并不如意。作为一

同，体现了一个在都市居无定所的流浪人对故土的

个“乡下人”，想要在外地寻得一席之地显得异常

忆恋。同时，这深深的忆恋也让他无法融入都市社

艰难。失却了方向与依托的沈从文，只得将自己的

会。他倔强地使用着湘西土话，倔强地表现着湘西

不满与失落诉诸笔端。伴随流浪生活而来的困顿生

风俗人情和他所“可念的横野生活”
。

[6]20

对山歌在湘西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风俗习

活与缺失的情感，不仅让他在现实中产生了无法排
遣的孤独与忧愁，更让他的精神世界也染上了淡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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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夜里叫出心爱人的名字。这种想爱而又自卑

的哀伤。
沈从文的身上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气质，

的心理可以说是整个五四时期年青文人的通病。

而当他真正从湘西走出来，踏入外面的社会时，这

《逞小莎》则表达了诗人对心爱之人的虔诚：“你

种孤独的气质愈发明显。在青岛时，他曾说：
“海边

是一切生命的源/光明跟随在你身边/对你的人都将

[2]326

是那么寂寞，它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

。在与妻

哑着/用对神样虔诚——……溪泉在涧中随意的歌

子张兆和的通信中，他也多次提到自己“惆怅的很”
。

唱/我托它传达我的微忱。”沈从文在流浪的过程中

1940 年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的《一个人的自述》

用对异性的爱，寻找心灵的慰藉，排遣孤独，消磨

就充分说明了作为诗人的沈从文的孤独与忧郁。

漂泊给他带来的恐惧与忧伤。这种对爱情的向往、

我爱旅行/一种希奇的旅行/长夜对蓝天凝眸/
追逐一夥曳银光星子/向太空无穷长殒

对异性的追求同样是孤独私语。
流浪中的孤独人，总会对人生、生命有一番独

我常散步/举足无一定方向/或攀援登临小阜
平岗/或跟随个陌生微笑影子/慢慢走近天堂

到的认识，因而沈从文的诗歌流露出一种别样的生
命哲学。“在中国现代漂泊母题文学作品中，表达

我有热情/青春芳馥燃烧我这颗心/写成诗歌/还
将点燃千人心上的火把/这嘴唇却不沾近一个妇人

离情别绪这一传统的创意与叙事固然被继承下来，
但许多作品显然已把表意的重心转移到漂泊者生

我很孤独/提起时有点害羞/这人间多少人都

命本身的活动上来”。[8]245 像沈从文这样独特的流

是/又丑，又蠢/又懒惰/我想，
“上帝，你把这群人

浪者，在文学主张与生存状态上都是处在边缘地位

怎么办？”/上帝说，“他人的事你不用管。”

的，他天生与世无争的性格又让他在这个边缘地位

正是因为孤独，没有人可以交谈，所以才一个

中获得了比他人更多的精神生存与遐想的空间。他

人自述。这个“热爱旅行”、“常散步”、“有热情”

打量社会、审视他人，同时也反观自己，以一颗平

的人，却不得不说出“我很孤独”的私语。在其他

静的心来体验生命与人生的真谛。就像他在《一个

的诗歌中，同样可以听到沈从文孤独的私语。比如

人的自述》中说的，热爱的旅行并不是现实的旅行，

诗歌《忧郁的欣赏》
，诗人通过欣赏群起群落的海鸥，

而是精神的旅行，这样就可以与大自然和宇宙进行

从“海鸥离不开海”的景象，发现忧郁和海鸥一样，

神交，而那没有一定方向的散步则培养了他富于幻

也不会从自己的心中离开：
“忧郁和它一样/从不会由

想的精神，因而沈从文一些诗歌中表现出强烈的哲

我心上挪开/一千个日子里/忧郁的残骸沉积在我的

学思考。《时与空》中诗人表达了“人事有代谢，

心上……”但是诗人这忧郁的心情却没有办法向别

往来成古今”的生命发展趋势。《莲花》这首诗的

人说明，因为“说它您也不会知道”
。

哲学意味更加浓厚：“一切虚无/我看到的只是个人

由于长期漂泊在外，人失去了与“乡土中国”

生命中/一点蓝色的火/火熄了，剩一堆灰/妄念和幻

的天然联系，没有故乡、亲人可以依恋，情感自然

想消失/并灰烬也无剩余。”这首诗与英国诗人兰德

有空缺，有失落。而对于年轻的文人来说，寻找情

的《生与死》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历经沧桑的人

感慰藉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对异性的爱慕来转嫁

才能对生命作出如此解释。《看虹》这首诗也是如

他们因漂泊而产生的孤独。就像郁达夫在《沉沦》

此，虹的消失，梦的破灭，生命的停止：“嘘吁，

里说：“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

从喉间跌下去，也消/失了。消失的是一条虹？……

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幅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幅

/一首诗，一个梦，一点生命/一分时间——谁知道？

[7]24

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沈

从文因受到湘西自然性爱观的影响而创作了一些

谁懂？”在孤独中体味生命恐怕也只有沈从文能做
得如此洒脱。

热情奔放的爱情诗，不仅凸显了湘西人的野性，同

沈从文精神上的流浪之旅是伴随着世俗意义

时这些爱情诗亦可以看作是孤独在外的旅人摆脱

上的迁徙而发生的，但是 1949 年之后的他，在生

孤独的方式。《我喜欢你》中的“我”看到聪明如

活上安定下来不需要东奔西走的时候，他的精神却

鹿、温顺像羊的异性竟产生了自卑心理，只敢在没

流浪得更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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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个圣地为这个民族找到重新获得生机的出路。

是他胆小软弱的表现，其实，这何尝不是诗人寻找
心灵家园而不得后的巨大失望。这一点从他的诗歌

注释：

创作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放弃了新诗创作，倒是

① 文中没有注明的沈从文诗歌，均出自沈从文·沈从文全

写了不少旧体诗，像《匡庐诗草》、
《京门杂咏》等

集第十五卷[M].太原：北约文艺出版社，2002 年。

集子。新诗历来被看作是新文学革命的先锋，坚持
了几十年新诗写作的沈从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却反过来写旧体诗，而且有不少诗篇与当时政
治环境有着极大的关联，这与沈从文一直倡导的文
学主张是相悖的。其中的原因也许很复杂，但是笔
者却认为这是在宏大的时代话语体系中的失语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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