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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陳敬容詩歌｢水｣意象的運用

一．引言

陳敬容是中國四十年代有名的九葉派 女詩人，主要作品有詩集《盈盈集》、

《交響集》、《老去的是時間》和散文《星雨集》。學者按詩人的創作風格劃分三

個不同時期：初期爲          年，中期爲          年，後期則是     年中國

立國之後 。在創作初期，她的詩歌離不開個人的小兒女傷懷，但經歷不同的挫

折和苦難後，她慢慢從晦暗抽離，以     年爲轉捩點，風格漸漸變爲「憧憬和

渴望」 ，衍生出濃濃的生命焦渴和對革新的追求，變得更加關注社會和世界。

直到寫作後期，則是完善了個人情感和理性思辨的融合。

｢意象｣是中國詩歌的重要審美範疇，最早關於意象的理論出現於先秦哲學，

《周易•系辭上》寫及｢子曰：聖人立象以盡言｣，即儒家認爲物象能表達思想；

其後，莊子《莊子•外物篇》｢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意即道家認爲人類

用內心意會世界的觀點。魏晉的王弼將兩家觀點融合，｢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

觀意。意以盡象，象以言著。｣語言可以描述物象，物象又可描述人的感知，是

爲意象論的詮釋基礎 。直到南朝劉勰《文心雕龍•神思》首次以詩歌理論定義

意象，｢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求，謀篇之大端。｣意即馭文謀

篇之首要條件，是創作者因生活見聞產生感興，將主觀之情和客觀之象混於一體。

換言之，意象即是｢以景寓情，情景交融的一種藝術處理。｣ 

 九葉詩派因唐湜、穆旦、陳敬容、袁可嘉、曹辛之、辛笛等九位詩人創立刊物《九葉集》得名，詩派主

張抒發個人情感和反映社會問題，取得藝術和現實的平衡，注重理性的反思。

 詩人的寫作風格在初期是｢孤獨迷茫｣，中期是｢既有現實底蘊又有浪漫情懷｣，有着｢生命的理想光輝｣，

後期則是側重個人情感和理性思辨的融合。見蔣登科：〈陳敬容：在新鮮的焦渴中沉思與創造〉，《中國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年，頁        。

 同註  ，頁    。
 夏之放：《文學意象論》，（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年），頁        。
 駱寒超：〈新詩的意象藝術〉 輯於 楊匡漢，劉福春編《中國現代詩論》 下編 ，（廣州：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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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的泉源，它形象多變，無論是地球還是人體，都蘊含大量的水分。

管子認爲：｢水何者也，萬物之本源也，諸生之宗室也。｣可以說，水哺育着人類

文明，與我們密不可分。作爲原始意象，水以其浩瀚和洶涌受到讚頌和崇拜。隨

着歷史的長河，水除了體現自然之美，更啓發人類對人生的思考，內涵更爲豐富。

遊友基認爲陳敬容的詩歌像流動的河，滿是憧憬和焦渴 。然而過往研究多

討論陳敬容詩歌的總體風格轉變和與現代主義的關係，少有解釋詩人和河流的關

係。其實，在陳敬容的詩歌中，常以｢水｣有關的意象寄託情感，當中和｢水｣有關

的包括雨、冰、眼淚、雲霧、小溪、江河、海洋和血，其中以江河大海所佔比例

最多。甚至，她亦自喻河流和大海，塑造天人合一的精神哲學。是故，本文選擇

以意象｢水｣爲分析對象，理解詩人在時代環境之下的風格特色和如何透過｢水｣

展現思想感情。

年）頁    。
 遊友基：〈論陳敬容詩歌變化之軌跡〉，《許昌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  卷  期，    年，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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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詩人在詩歌和散文都比喻自己是河流等｢水｣的形態，以｢水｣反映心理活動和

價值取向。然而，即使同一作家在同一意象的處理上，也會因環境等因素的差異

而有所不同。陳敬容詩歌的寫作風格有明顯的分野，很大程度上源於她個人的生

活際遇和時代背景的衝擊。九葉派詩人袁可嘉表示，詩歌是面對時代的最強音，

假如只論述詩人其中一階段的作品特色，則未能對比風格的流變和突出時代衝擊

的原因。同時，文藝理論家夏之放認爲，探討一個作家的風格，必須結合作品的

演變和生活歷程來掌握其風格的轉化。本文雖受篇幅所限，每階段的寫作風格分

析篇幅不多，但期望全面表現詩人如何在社會環境的影響下改變自己的關注點或

個人價值觀，而｢水｣貫穿了陳敬容整個寫詩的人生，在不同創作階段裏，也必定

有不同的精神面貌。故此，本文着意分析詩歌如何以｢水｣反映個人情感和社會問

題，及如何以｢水｣取得藝術與現實的平衡。

本文使用文本分析法，抽取詩人寫及意象｢水｣的詩歌分析，研究當中寄寓

的情感。由於涉及｢水｣的作品衆多，本文只選取感情色彩最鮮明，最能明顯反映

詩人情緒高低、態度和價值傾向的作品作討論 。其次，本文使用文獻研究法，

在大量搜集和閱讀關於陳敬容作品和九葉派詩歌分析的基礎下，歸納詩人不同時

期寫作風格特色和轉變原因。又，本文以歷史研究法爲輔助，以更客觀方式探討

詩人風格轉變的原因及作品的內涵，研究｢水｣的寓意轉變是否和歷來分析相配。

文章正文脈絡以詩人的三個寫作階段爲先後，以淺釋詩人最初透過｢水｣流露

的情感和環境因素如何對她之後的創作產生影響爲先，然後着力分析社會和國家

實況對詩人詩風的影響，詩人怎樣以自然意象｢水｣作爲對戰爭和城市發展的抗

衡，最後闡釋詩人在經歷時代解難後的詩歌特色和｢水｣意義的昇華。

 所選取的詩歌篇目可參考文章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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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文

         年：焦渴之源頭

在詩風突變的     年，她在詩集《盈盈集》第三輯有一首公認的代表作——

〈新鮮的焦渴〉 ，詩歌寫到她對泉水的焦渴，｢我掬飲過很多種泉水，很多，很

多，但它們／沒有將我的焦渴沖淡｣。詩人所說的焦渴並不是生理上的，而是精

神上一種追求，而且這種追求已經年已久，｢從江河到江河，從海洋到海洋      

／我不知道哪一天／才能找到生命的豐滿｣，她對｢有太陽，有飛鳥，／有輕風拂

樹的微顫｣的未來有熱切的期盼。爲此，她的靈魂「不安地熾燃｣，在急切的的情

緒下呼喊出：

我厭倦今日，

厭倦剛剛逝去的瞬間——

甚至連我的焦渴我也要厭倦，

假若它已經不夠新鮮。

對泉水的極之渴求，其實是表達迫不及待要開展美好未來的心。這種時刻都在尋

求新突破的執着和激動，令她的作品總是讓人感覺到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而｢水｣

就是用以維持和推動生命的工具。

推動她追求生命豐滿和令詩人如此焦渴的，是她過往個人情感的問題。在寫

作初期。她曾經埋怨家庭因素令她苦悶坎坷，她說「嘆息我從未翻起過一朵浪花

的平凡生命」 ，她知道海洋能翻起耀眼的浪花，但她的生命卻是平靜如鏡，頗

有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寂寞愁思，風格寂寥淒清。出身四川樂山小村的詩人，從小

就與山水作伴，由於家教嚴厲和環境封閉，她的生活是拘束而受制的。受到文人

曹葆華的影響，她曾經嘗試渡海離家。可惜，父親的攔截令她離家失敗，甚至被

 陳敬容：〈新鮮的焦渴〉，見羅佳明、陳俐編：《陳敬容詩文集》，（上海：復旦大學）    年，頁      。

除非特別註明，本文所引陳敬容之詩歌和散文均出自本詩文集。

 〈幻滅〉，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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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輟學和受到了囚禁。「裊上墟裏望渡頭落日｣  ，只能在小村碼頭遙望遠方的海

岸，可以說是詩人的生活寫照。｢水｣——隔絕了她和新世界的接軌，她的人生就

像停滯的｢水｣，寂寞又迷惘。

    年，她隻身求學北京，後因戰亂避走重慶，  年和詩人沙蕾結婚並搬

到蘭州生活  ，鄉野的荒涼和日覆日的家務造成了她情緒上的壓抑，令她再次燃

起對個人自由的渴求。

｢水｣是負面的、令人壓抑的，例如大海便是困難的象徵。〈帆〉  提到，詩人

乘坐帆船渡海但沉於大海，連同那金黃色的太陽也墜入暗藍的夢。帆船是離開抑

鬱的工具，太陽是燦爛的希望，但無論是帆船或太陽也沉入海中，可見詩人心情

的絕望。暗藍的海，明顯和金黃色的太陽形成強烈對比，假如說詩人的夢是乘船

追逐太陽，那大海就是要吞吃夢想的。暗藍的海洋給人以沉鬱黯然的感受，渡海

的艱難直接爲讀者塑造悲涼晦暗和侷促的氣氛，感覺好像逃不開籠牢一樣。但詩

人對自由其實有渴望，所以下文文風一轉，她又奮起意志，一種抗爭意識的令詩

歌變得有硬朗頑強的味道。她轉而認爲大海和遠方的風能置她死地的同時也能帶

她到生命之火的岩邊，｢你的海上許會有／驚險的風濤，／      你的海上也會有明

波如鏡，映照着青空——／一行白鷺／一道長虹！｣海的角色變了，從把帆船擱

淺，變成了也有明澈的海水反射青空。她猶如詩中掙扎的蛟龍，在海水深處聽着

海面上的羣魔呼號，同時又看着亮眼的水天一色。詩人期待在生和死兩種結局之

間，以生命之火的噴涌，遠離海底的暗藍。

從這首詩可見，「水」其實是一體兩面的，雖然兇險，但有着生機。暗藍的

  〈暮煙〉頁    。

  詩人形容蘭州生活的幾年是「忍受了人間罕有的痛苦和辛酸」。同前註，〈四月之憶〉頁    。

  〈帆〉，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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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雖然沉重，但明澈的海水也令人感受到生命翻涌的跡象。詩人的價值漸見改

變，她期待「水」映照青空的一刻。

另一首詩〈創造〉  寫道：「一些雲，一些樹，一些拱橋／伴和我生命的浪

潮／你們流來！帶同着憂愁和歡樂，／愛與憎，福樂與苦刑」，直接點出了生活

中歡笑與眼淚並存的特點，她已經認識到在生命浪潮中，憂愁和歡樂是相互依存

的，只要找到平衡，便能在苦樂參半中｢開出一樹樹繁茂的花｣。雲和樹是會變化

成長的物象，拱橋則是連接地方的工具。我們可以理解，在詩人的人生顯然出現

了從憂愁過渡到歡樂助力，讓她的精神產生了變化和成長。對比「嘆息我從未翻

起過一朵浪花的平凡生命」  ，無疑她已經不平凡，她的生命已經不止翻起一朵

浪花，甚至是連綿的、翻涌的浪潮。

只是，這時的她仍未能完全擺脫晦暗的情緒，內心仍是時不時因爲生活問題

而矛盾。在蘭州的閉塞日子，詩人寫下〈船，生命，孩子〉  ，｢在不可知的旅程

中／向沉沉的海洋／拋擲下金色的希望｣。和〈帆〉的內容相似，兩者都是描寫

渡海的，但對比之下〈船〉塑造的氣氛低沉得多。金色無疑是象徵光明的，和〈帆〉

金黃色的太陽能掛鉤，但詩人沒有在作品的後部分寄託與〈帆〉相似的生命韌力，

反而寫｢沒有星光，也沒有燈光，／只是黑色的海岸／向黑夜延長｣，海的顏色從

暗藍變成純黑，天與地都是暗淡無光。從詩歌的色彩畫面，我們可以體會到詩人

心境消沉。可見在詩人的印象裏，｢水｣仍有其負面性。而這些哀傷的詩風，某程

度上受了何其芳、卞之琳等一些詩人朦朧幽的怨寫作風格影響，令陳敬容的詩歌

色彩左右搖擺。

  〈創造〉，頁   。

  〈幻滅〉頁    。

  〈船，生命，孩子〉，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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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歸納這時期｢水｣對詩人而言的印象是一正一負。從分析的作品而言，詩

人的性格是不屈不撓的，儘管家庭和婚姻生活給予她打擊，儘管心情矛盾，但她

總是在消沉之後尋求突破。現實的挫折讓她了解到有過痛苦才有歡欣，生活越是

給予她磨難和憂愁，她就越振作，感受歡欣的得來不易。事實上，水的聯想可以

說是傳統以來人類對水的｢集體無意識心理｣  。水的氾濫帶來吞噬，但水的滋潤

也帶來生長。這種天生的心理體驗早已滲入整個人類的本能認知，所以傳統文學

作品中的｢水｣總是蘊藏着豐富的人生觀和審美情趣。陳敬容自幼學習傳統詩詞，

生活與山水作伴，對｢水｣的體會自然較深。伴隨着眼界的擴闊和人生歷練的沉澱，

她越發感受到人生的處事態度其實和｢水｣的特質是掛鉤的，詩人對｢水｣的渴求和

鍾情，自然也有了解釋——即使｢水｣有破壞一切的能力，但同時也給萬物源源不

絕的生命力。

         年：個人的挑戰與希望

放棄婚姻遠走重慶之後，詩人的創作在久受約束下爆發。伴隨着個人壓力的

釋放，社會上也開始出現對祖國抗戰勝利的預感，整個社會都開始期盼｢生｣的來

臨。陳敬容的詩歌在這段時間產生了重大的轉變，在寫到關於「水」意象的作品

時，多次出現「浪潮」、「生命」、「奔騰」等充滿朝氣和力量雄勁的詞語，整個詩

風都擺脫了初期的寂寞消沉，變爲滿是對生命的渴望。遊友基認爲她的詩已經將

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結合，以激情揭露現實社會的陰暗，詩風更有｢硬度｣和｢廣

度｣  。所謂｢硬度｣是詩歌不再流露內心世界的蒼涼，而是富有男性般堅強硬朗的

氣質；而｢廣度｣則是詩歌題材的開闊。這裏先圍繞｢水｣論述｢硬度｣的分析，｢廣

度｣則留待｢社會的毀滅與創造｣部分。

  
林海燕：《水意象的視覺構成——一種生命的邏輯形式》，（北京：中央美術學院，    年）頁  。

  陳敬容的詩歌開始產生陽剛氣概，對歷史和世界發展的關注令詩作題材跳出個人圈子，風格和早期迥異，

柔美之風漸被取代。見註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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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寫的〈風暴之後〉  先後出現多個水的意象：｢汐去的浪潮｣、｢飛瀑在

腳下傾瀉｣、｢生命也變成萬千個白浪｣、｢靜息如夜海面｣、｢露珠將如蜜汁｣，寓

意豐富。將意象羣解讀，便是詩人站在風暴中的高山岩邊，看着飛瀑衝進大海翻

起浪潮，浪潮呼號過後進入靜息，風暴過去，海水蒸發成甜甜的露珠，孕育生命。

對詩人而言，她的風暴是和丈夫和蘭州渡過的荒涼歲月，而對於   至   年代初

的中國，最大的風暴莫過於抗日戰爭。我們可以將這首詩解讀爲詩人對個人和國

家前途的關注，水態的轉變象徵了離婚和戰爭後個人和國家的重生，詩人和國家

在風暴的打擊後彷彿受到了洗禮，最後獲得重生，以甜蜜的露珠迎接新的一天。

對作者而言，她的體會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生命死亡和新生內涵」  的

推動力，經過了風雨，必會迎來｢愛，和生之溫甜｣。而從詩歌的藝術審美而言，

｢水｣意象的形態是以點線面三種形態來呈現的，浪潮飛瀑給人以線的動態、靜夜

海面給人以面的寧靜、露珠給人以點的圓潤，三種線條的水給人的感覺都不一樣，

從磅礴迅猛的動態到安穩平定的靜態，再到描寫可愛甜美的露珠，充分表現水的

無限可能性和自然美。

  年詩人在重慶的雜誌社工作，因經費問題雜誌連月停刊，個人作品也未

能出版。那時她以〈白鳥〉  一詩形容自己的心是「不安靜的海，／當它掀起浪

濤，／一些小船在那兒沉沒」。生活有苦有樂，關鍵是心態的取向。正如她所說

的歡欣是伴隨着痛苦而來，她的詩比初期有更多的豪氣。她在〈一滴水〉  寫道：

一滴水也有海的氣息

小與大的對比，讓讀者深刻感受到詩人廣闊的眼界。雖然詩人是微小的一滴水，

在大時代中與生活搏鬥，然而，這裏的｢水｣絕沒有寫作初期的軟綿，因爲這滴水

  〈風暴之後〉，頁    。

  玄春妍：〈簡析陳敬容四十年代的詩歌創作主題〉，《吉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  期，    年，頁   。

  〈白鳥〉，頁    。

  〈一滴水〉，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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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藏着海的力量，只要有足夠的累積，便是一片汪洋。她在生活中遇到的雜誌和

作品停刊，在她看來是｢一些問號｣，能｢跳躍沉默的中心／有時又變作巨大的叫

號／搖落想象裏的星星｣。但儘管星星被搖落，她仍然訴說｢你會不相信自己的影

子，卻想／生一對翅膀，飛向水底的藍天」。影子是實物的陰影，猶如生活中如

影隨行的晦暗面。因爲影子的歪斜和晦暗，她拒絕這些灰色地帶。她要的是沒有

影子，只有藍色的澄淨，可以自由飛翔的水底天空。對比〈帆〉的暗藍和〈船，

生命，孩子〉的黑，同樣是大海，但色彩的改變反映了作者心境的轉變。暗藍和

純黑的大海是寥落和壓抑，而水底的藍天則有一種堅強和硬朗的渲染。生命給予

她挑戰，但她迎難而上。她追求的是一種心態的超越，是一種爲了擺脫消沉而做

的精神完善。

陳敬容的詩歌在     年之後常令人感覺到一種不被環境影響的強悍，無論

詩歌中鋪墊了多少負面的意象，她永遠在詩歌的結尾寄予希望和鼓勵，例如風暴、

火焰、太陽和海浪等聲勢浩大，富有男性氣質的意象就頻繁出現在詩歌中。德國

哲學家康德認爲｢雄偉使人感動｣  ，而雄偉的特質在於｢絕對大｣，分別包括數量

的體積和精力的氣魄。當讀者讀到勝過外界一切挫折的強悍力量時，心裏會產生

霎時的抗拒，認爲自己無法阻擋這種｢大｣。但是，這種雄偉卻會在過後呼喚讀者

抖擻精神，營造巨大不能壓制人類靈魂的感悟。在陳敬容的詩歌裏，海洋無疑是

雄偉巨大的物象，衝擊着讀者的思想，能翻起浪濤吞沒帆船，也能天高海闊任爾

飛，但海洋絕對以救贖者的角色出現較多。相類似以海洋流水作爲救贖的作品諸

如〈生命的雨滴〉、〈默想〉、〈渡河者〉、〈智慧〉、〈爬山去吧〉，在她之後的創作

中源源不絕。部分詩作更以｢鮮血｣抒發對命運的對抗，如〈鬥士，英雄——悼聞

一多先生〉：｢鬥士的血液融入塵土，／大地上年年有新草茁生｣  ，訴說着鬥士即

使死去，但他的生命會以另一種方式延續。鮮血給人的印象正是強大的精力氣魄，

  朱光潛：《文藝心理學》，（香港：開明書店，    年）頁    。
  〈鬥士，英雄——悼聞一多先生〉，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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豔紅的血滋潤灰黃的土地，灌溉種子，孕育綠草，一死一生，一紅一綠，極端的

對比和色彩的朗潤都令畫面的生命力更濃烈，讀者在讀詩的震撼感更強。

遊友基指這時的詩人進行了「自我解剖｣  ：

她是一枝溫婉的燭火，在寂靜中灼燃，她蓄滿渴意，對人生充滿追求，她

喜愛自然，熱愛生命,彈起一曲｢生命的高歌｣，生命的潮流在奔走；她的血

流向宇宙......

了解到自己蓄滿渴望不甘停滯，所以才自喻「一條江，一條動盪的江，一條永不

安息的江」  。不斷強調焦渴，其實希望生活有所突破，去舊迎新，洗走生活的

不順，所以她不斷焦渴，｢甚至連我的焦渴也要厭倦，／假若它已經不夠新鮮｣。

雖然解渴之後又隱藏着新一輪的焦渴，但詩人的態度堅定強硬，對於「水」的追

求永無休止，只有水才能滋潤她的精神，支持她對超越過往、盼望未來。

社會的毀滅與創造

詩評家張同道認爲，陳敬容在   年代已經漸漸脫離傷感，取而代之的是思

考和「生命的狀態的追蹤」  ，探討如何令生命得以豐富。學者評詩人多次在詩

中提到的「焦渴」其實出於「生命衝動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齷齪」  。  年代的中

國面對着日本侵華、國共內戰和政黨鎮壓的問題，整個九葉詩派對當時懷着的是

一種盼望新生的焦躁和陣痛感  。詩人也認爲，那時的年輕人有許多的苦惱，無

論是個人還是國家都希望得到變革  。 她思考和憧憬未來，她關注社會、國家甚

  同註  ，頁   。

  〈動盪的夜〉，頁    。

  張同道：〈靈魂與靈魂的祕語：陳敬容〉，《探險的風旗——論   世紀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安徽：安徽教

育出版社，    年），頁    。

  同註   ，頁    。

  羅振亞：〈四十年代九葉詩派概觀〉，《中國新詩的歷史與文化透視》（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年）頁    。

  「我們這一代的年青人的苦惱，比任何時候爲多。……我們無時不在希望像一個蟬蟲一樣，完全從舊的皮



11

至宇宙，期望生長萬物的水「以萬千種生動的線條，／向四方流散開去」  。因

此詩人在     年開始大量寫作關注社會的詩歌，反映抗戰熱情和都市文化對社

會健康的侵蝕。這些作品題材不再限於個人生活的書寫，而是追求理性反思，重

於揭露現實真相，還有對生命理想光輝的尋求，造成更高的詩歌｢廣度｣。而她的

詩學策略在這階段也成長得更豐富，語言張力更強，例如反諷的運用在   年代

的詩歌特別明顯。而｢水｣也就作爲抗衡力量，賦予人們突破苦難和清洗虛僞、腐

敗的力量，和都市、商業和政黨抗爭。

在抗日期間，詩人以〈展望〉  來寄託對即將抗戰勝利的喜悅，｢想寄夢於流

水，讓它澄清，／滲入千萬年後新人類的歌音｣，｢水｣是澄清夢想的工具，承載

着愉悅的樂曲，在〈旗手和閃電〉  則以旗手比喻抗戰的人們，在風雨中等待勝

利的雷聲。但在抗戰勝利後，詩人移居上海，她發現都市的光怪陸離嚴重的傷害

了人們的生活，她筆下的詩歌也因此出現了許多反諷和批評的憤概。當中對商業

都市的弊病最爲描寫深刻的是〈邏輯病者的春天〉和〈無線電絞死春天〉，病院、

轟炸機、童工、謊言、狗，無不是對都市的痛恨。在〈邏輯病者的春天〉裏提到，

｢流得太快的水／像不在流，／轉得太快的輪子／像不在轉，／笑得太厲害的脸

孔／就像在哭｣  。水要流動，但流得太快就失去了流動的意義，凡事發展得太過，

就容易導致反效果。國民黨爲了控制人們的思想，製造了許多虛假的社會景象，

以假民主來糊弄百姓，但當時的真相卻是物價飛漲，人民需要不停的工作才可以

維持生活，政黨對人們高壓控制。這一首反諷詩，正正是對社會是非顛倒、烏煙

瘴氣的指責。詩人厭倦日夜的政商宣傳，厭倦流得太快的水，這些反邏輯的東西

囊中蛻化。」見陳敬容：〈答覆一個陌生讀者的公開信〉，輯於王聖思編：《「九葉詩人」評論資料選》（上

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年）頁    。

  「而我的思想像水，／以萬千種生動的線條，／向四方流散開去。」〈默想〉，頁    。

  〈展望〉，頁   。

  〈旗手和閃電〉，頁   。
  〈邏輯病者的春天〉，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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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她更加焦渴，也令她爲之憂心。商業的急速發展就像淫蕩的狗，她只能是呻吟

嘆息的黃埔江和蘇州河  ，看着資本家剝削人民，日夜蠶食人們的生活。

｢今日詩作者如果還有擺脫任何政治生活影響的意念      無異於縮小自己的

感性半徑，減少生活的意義，降低生命的價值｣  。陳敬容的詩歌有着明顯的政治

傾向，她筆下的水也隨着語言風格而改變形態，其中〈新世紀旋舞〉  是突出的

例子，表面歌頌都市是偉大的舞臺，實則反諷都市的恐怖虛假。人們是沒有自主

力的船，飄在斑斕浪濤的海上，現代都市的發達是令人驚歎的催眠曲，催眠人們

不辨是非，而｢世紀｣則作爲主宰，｢它正睜着猙獰的巨眼／安排一個血的盛筵｣。

人們在催眠下只會覺得這些寫是上好的飲料，｢那該比酒還香，比蜜汁還甜｣。詩

人曾以西伯利亞寒流暗喻戰爭早已離去  ，但戰後的新世紀並沒有如詩人期望中

的幸福美好。都市畸形發展，社會充斥着奇怪的狀況，人們用自己的血肉來鋪張

盛筵，奇怪的市場｢人肉不論斤兩，一概奉送｣，殘暴的血漿飲料竟然比酒還香比

蜜汁還甜。熱鬧的上海只是表面上繁華先進，內裏卻是吃人的怪物，一切學者的

規勸只是翻跟斗和唱歌的表演。下層勞工生活低賤，高貴小姐先生卻在販賣人性，

用人民的血肉來餵養自己的貪婪，詩人不由得呼喊｢海憤怒、海嘆息｣。社會在詩

人眼中，由於政黨和商業社會的壓制，就像被抽乾水分而乾裂皺縮的地面，毫無

生機。九葉詩人的作品多毀滅和創造的話語  ，陳敬容也在這首詩中期待社會毀

滅，以火海燒毀一切，燒出金色陽光下的一片新綠。

〈過程〉  同樣以｢血｣的形態揭露社會問題，象徵意味極濃。｢大地腐爛了，

／血流出來，／流成河，流成海｣，血淹沒城市和村莊，甚至｢把坦白和無辜一齊

  〈無線電絞死春天〉，頁    。
  袁可嘉 《論新詩現代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年）頁  。
  〈新世紀旋舞〉，頁    。
  ｢啊，西伯利亞的／寒流 早已過去——｣作者以西伯利亞寒流比喻日本侵華，〈邏輯病者的春天〉，頁    。
  蔣登科：〈論九葉派詩歌毀滅與復活話語〉，《四川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  期，    年，頁   。

  〈過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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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走｣，只剩孤舟在血海上減價叫賣｢世紀的良心｣。｢水｣不再清澈、不再具清洗

的特質。都市的扭曲，發展出的漫天腥風血雨的場景，恐怖和荒蕪、壓抑又悲涼，

深深抒發了詩人對都市發展刻骨的痛心。不過詩人不絕望，城市在腐爛，但時代

在喘息着等候：爛透後的大地會將血液凝固，重新生長。詩人終究是對國家關愛，

時刻對生命表達「深切的珍愛」和「豁達的憐憫」  。世界會因爲黑暗而毀滅，

但黑夜過後總會出現黎明，世界總會重生。

吸收西方現代主義的特色是九葉詩人的共同特點，懷疑和批判的精神令他

們善於揭露社會。而陳敬容在翻譯波德萊爾和里爾克  的作品時，也吸收了描寫

都市晦暗扭曲姿態的風格。從上述幾首詩歌可見，都市的形象正是晦暗詭異。唐

湜提到｢藝術良心使她不能不正面逼視這崩壞與新生的時代，詩人企圖在這時代

裏躍進｣  ，而陳敬容在《與唐祈談詩》也談到，她的詩有｢自我與社會融合的『現

代化傾向』｣  ，置身黑暗和光明交替時代，平衡詩歌藝術和現實百態是詩人的寫

作目的。面對內憂外患的中國，九葉詩人有明顯的左傾思想，意圖對革命發出抗

爭之聲，他們的作品對當時而言，震撼力不小。雖然時代的問題促使陳敬容在上

海生活幾年寫的詩，不少都以懷疑和批判的態度刻畫社會現實的矛盾，成功揭示

都市文明的弊端，但是詩歌對人性弱點批評力度不夠強，只能用現代主義的表達

方式滿足現實主義  ，詩風略微浮乏  。

  張岩泉：《  世紀   年代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研究——九葉詩派綜論》， 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年 頁    。

  
法國和德國詩人，作品以孤獨悲觀爲特點，善寫都市詩，專揭露社會黑暗面。

  唐湜：〈嚴肅的星辰們〉，同註   ，頁   。

  成輝 陳敬容 ：《與唐祈談詩》，轉引自程光偉、劉勇等：《中國現代文學史下編》， 臺北：秀威資訊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頁    。
  賴瓊璇：《陳敬容詩歌意象研究》，（廣州：華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年）頁   。
  ｢許是詩人虔敬的心還沒有真實與它擁抱，還沒有真正進入它的洶涌的腹心，所以僅僅只能有稍覺虛浮與

逼視，而不能有所突擊的進入。｣同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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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智慧的流動

  年新中國成立後，陳敬容退下新詩的創作舞臺，以翻譯外國作品爲主。

直到     年，戰爭已經遠去，社會進入了重生，不再動盪不堪，文化大革命也

不再限制文人的創作，她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詩歌創作，將詩歌的題材更多的投入

到哲理的思考。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沉寂，雖然她的激進浮躁消退了不少，但是她

對生命還是充滿了盈盈的渴意，她的海仍然「廣闊又灼熱」  ，對｢水｣的體會也

更深刻。

詩人在散文提到人類是高山傾泄，奔流不止的流水，能將阻礙沖倒  ，而海

洋則是一種浩蕩的智慧，匯聚了所有的河川，永遠等待別人進去暢遊  。寫作的

晚年，她筆下的「水」除了依然有力量，還滲入了理性的思考。她不再年輕，不

再發出「含著笑掬飲而死」  的豪言壯語，不再有爲着解渴甘願立刻付上性命的

激烈。但，她依然堅定如初，〈沙灘上的足印〉  寫到歲月爲她沉積的除了白髮還

有「透明的清醒」，海潮海風仍然衝擊人生，但｢海潮衝擊／成就了岩礁磷峋／岩

礁成了浪花／如雪如銀｣，風雨帶來的不只是磨難還有純潔閃亮的風景。詩人說｢

長壽的時間／早已死過許多次｣，但時間流逝所增添的不只是皺紋和白髮，｢白髮

連接着／千重萬重／沉思的波浪｣，詩人並不在乎時間的流逝，她在乎的是歷史

的長河裏，她沉思了多少。陳敬容用時間的流逝證明了信仰的堅定和換來了智慧

的海洋，她所寫的詩歌比以往更成熟睿智。雖然現在她步伐緩慢，但更加悠遠。

  「哦，瘦弱的兄弟／在你瘦弱的胸膛／激盪着一個／廣闊又灼熱的海洋」〈鄉音〉，頁    。

  「而你，充滿着奇異的生命力，你也是如水一樣絕不退後！當你既已嘗試了奔流，你九江永不停止奔流！

你乃是新自高山瀉出的，充滿了澎湃的活力的源頭呀，當一塊石子企圖攔阻你，你卻越過它，踏着它的 頭

頂奔瀉而去；」〈風，水，雲和你〉，頁    。

  詩人以大海暗喻書籍，鼓勵人類從中獲得健康的智慧。「書籍，書籍，在書局裏，在圖書館裏……人之子

啊，細心地，熱情地投入這智慧之海洋，舒暢的游泳吧；」〈書籍——一種游泳〉，頁    。

  〈生命的雨滴〉，頁    。

  「黎明的海邊／白髮印染着朝霞／沉思的眼睛／閃動着歲月積存的／透明的清醒」〈沙灘上的足印〉，頁

   。



15

趙毅衡評她能用最少的文字表達最多的寓意  ，詩人在病中所寫的〈山與海〉

正是簡練又富含哲理，樸素沉實卻又意義深遠，給人一種心如明鏡般的通透明淨

質感。詩歌主要的意象是山和海，兩者在傳統內涵上有明顯的對比色彩。山一方

面高聳偉大，一方面固執封閉；水，正如上文提到，可剛可柔，有破壞性也有創

造性，富饒又滿是變化。雖然內涵不盡相同，但山和海的共同點是氣勢磅礴。山

和海看似平凡簡單，卻意義深廣。

詩人以李白的《獨坐敬亭山》爲引子，似乎表現了對生活的灑脫。綜觀詩人

的一生，家庭生活不美滿，作爲詩歌散文創作者，也沒有對當時文壇造成什麼巨

大的影響。她似乎就真的是一滴水，對社會沒有什麼特殊意義。不過，這些都不

能阻撓她對精神自由的渴求。沒有翅膀高飛、沒有船兒遠航，然而，她只需要一

座敬亭山就可以維持自己的信仰，靜靜和挫折對抗。這座敬亭山，可能是其它詩

派的詩人，或是其他親朋好友，我們不得而知。但即使是沉穩崇高，讓她視如知

己的敬亭山，也始終及不上澎湃的大海，能夠日夜翻涌她的心頭的波瀾  ，因爲

對比高山，大海有着更自由的靈魂，更加遼闊的天地：

無形的海啊

它没有邊岸

不論清晨或黄昏

一样的深

一样的藍

一样的海啊

  「幸運的是，陳敬容是個詩人，而且永遠用最少量的語言，說出最多的意義；」〈詩行間的傳記：序《陳敬

容詩文集》〉，頁  。

  「但卻有海水／日日夜夜／在心頭翻起／洶湧的波瀾」，〈山與海〉，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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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山

你有你的孤傲

我有我的深藍

詩人用｢孤傲｣形容高山，明顯帶有貶義色彩，覺得高山冷酷不近人情。傳統以來

隱士隱居山林，爲的就是躲避世間煩憂。他們高潔而沉默的旁觀世界，傲立於一

方天地。而詩人用｢深藍｣指代了沉穩和深廣的大海，暗示自己有大海的特性：寬

廣而沒有邊岸，不會因爲日夜的分界而停止翻涌。

高山海洋的廣度和深度，給人以氣勢上的宏大，同樣象徵了永恆時間和超越

生命的力量。但海浪的動態，卻是體現了精神自由的綿延萬里。更甚者，大海有

其深度，能夠容人遨遊海心。海洋不但比高山寬廣靈動，更具其包容性。「你有

你的孤傲／我有我的深藍」兩句是全詩的詩眼，先利用對偶增加結構齊整的美感，

再以簡單的語言，大大提高解讀性，頗有些莊子得意忘言的境界。而筆者的解讀

是：詩人尊重、包容高山的孤傲，但她選擇以自身的熱情投入歷史的洪流中，感

受和接受人生的考驗。這種和而不同的價值觀正好體現了歲月爲她累積的智慧，

也表現了水流剛柔並濟的特色。

  年創作的〈水與流〉  則反思了水流動與否的問題，帶出了水的流動導致

富饒和枯竭的兩極結果。｢流——水和生命的形象｣，詩人舉了兩例解釋水流動的

重要性：夸父呼求水的滋潤、廣島在原爆下渴求水的解救。前者是主動需找水源，

後者是等待水源，但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他們都得不到水的救援。詩人塑造了

流動性低的｢水｣，帶出凝滯的水不能發揮解渴滋潤等功用。正如人體內的血只有

流動才能讓人的生命延續。水源豐富，也只有流動才能滋潤他物，富饒自己，否

則終會枯竭於自己的源頭，變成一池死水。流水有令姿，我們可以看到，在詩人

  「水有源——／有源不一定有流／不流的水，終究會／枯竭或腐朽／在它自己的源頭」〈水與流〉，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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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中多以動態的水入詩，以水千姿百態的｢活｣表達對生命活力的渴求，即使

是冰雪也要有流動水聲淙淙。例如〈薄冰下流水淙淙〉  便是一首讚頌流水的詩，

在冰封的江河下，｢流水封存着奔騰的熱情｣，詩人的心靈彷如冰下潛流，訴說着

對春天和陽光期待，只要一點的溫暖，就可以突破冰層，仰望明麗的藍天白雲。

便是北風要將流水凍結，但流水仍會靜靜在冰下細聽那遠方的腳步聲，聽着那跳

着舞的腳步向它踏來，將冰層打碎。詩人對流水感到欣喜和讚賞，正是因爲水的

流動能融化寒冷，帶來溫暖的生機。

詩人對未來有着無比的熱情和期盼，到了詩人七十歲的時候，她仍然覺得自

己是一條河，也是一首曾經爲國家流淚，曾經爲跨越憂鬱而歡笑的詩。

河流東到海

匯入汪洋一片

它將依舊奔騰着

向前——

永遠

永遠

對詩人然言，時間不能帶走什麼，老去的只是時間，她的精神依舊｢來自青

春的地平線｣  。從｢奔騰｣兩字看來，她不是也不需要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愁雲雨霧，

而是那滿是動力，帶給人震撼的滾滾水流，這些奔騰的生命之源，將永遠向前進。

詩人經常在作品中強調｢水｣的動態，但是這些對物象的描述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寫

物，而是透過物象的特性抒發更深層的哲思，以｢水｣形成｢情志合一的載體｣  ——

水必須要流，人必須要動。

至此，遊友基所說的陳敬容的寫詩歷程像一條河也就成立。筆者認爲環境的

  〈薄冰下流水淙淙〉，頁        。
  〈我的七十〉，頁    。
  劉萍：《陳敬容詩歌意象研究》，（內蒙古：內蒙古師範大學）    年，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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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正是導致詩人心靈的轉變，而這個歷程體現於三方面，一是外在水形態上的

多變：雨霧、江河、海洋，線條活潑多變；二是內在精神的超越：早年封閉的小

兒女情思到中後期的激情與哲理反思；三是寫作風格的流變：陰柔、澎湃和動靜

皆宜的轉變。三者正是海納百川的智思匯聚，呈現了精神力量從微弱到澎湃，再

到深澄的過程。

樓肇明評她的創作總主題是「憧憬和渴望」  ，在她筆下的｢水｣有着多樣性，

往往和其它意象，例如「風」、「船」、「飛鳥」、｢春天｣等組合，象徵着挑戰和孕

育的能力，有着毀滅和創造的依附關係，可以推進人生乘風破浪，就如詩人常寫

黑夜渡海者的角色，海上的風浪讓渡海者難以前進，甚至偶爾搖落海底，但是這

些浪濤也成爲了船隻遠航的動力，帶渡海者到達黎明的彼岸，屆時一切便能重生。

到了寫作晚期，詩人理解的｢水｣不再單單是對立的正負關係，因爲她就是那歷經

歲月洗禮的流水，物我不再區分，剛柔並濟，所有的艱難或突破都由她本人創造

和超越。對於陳敬容而言，｢水｣是一個表達｢生命活動的符號｣，是自然與人類精

神交流的「生命共感」  橋樑，讓她感知生命運動的本質就是流動。

  樓肇明：〈憧憬，是永遠也不會疲倦的——讀陳敬容詩作的一點感想〉，輯於王聖明主編《「九葉詩人」評

論資料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年）頁    。

  陳俐：〈人與自然的分裂與同一——陳敬容詩歌的「根性」解讀〉，《中華文化論壇》，第  期，    年，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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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藝術是自然和人生的返照，創作家往往因性格的偏向而作品也畸剛畸柔。｣

  她的詩歌無疑受到時代的衝擊而變得剛勁有力，但所幸在詩人既有的溫柔敏感

下，她所寫的文字變得剛柔並濟，更加有韌度。她和九葉詩人主張新詩現代化，

在承接中國詩歌傳統以現實主義關注世界的基礎上，融合了西方現代主義詭祕懷

疑的藝術風格。兩者的交融，令她擅長抒情，對比穆旦、鄭敏等現代主義感較強

的詩人，感性意象較多，既有傳統的浪漫，也有絲絲的詭異和晦暗；對比三、四

十年代有名的女詩人，如林徽因，她也更多對人類發展的關懷，更植根於社會，

揭露都市罪惡。陳敬容的詩歌在四十年代並不算最出彩，但她對新詩的發展進程

有着不少貢獻。

而｢水｣就成爲了詩人的生命體驗。天下柔弱莫柔於水，但攻堅之強也莫強於

水，陳敬容時刻焦渴於｢水｣的缺乏，正是以熱情和關懷，見證和思考着歷史的變

遷、人生和個人的價值，希望以｢水｣剛柔並重的特質完善一切。詩人的真誠和知

性無疑爲她在苦難時代裏帶來了富有的精神力量，猶似晶瑩通透又生生不息的流

水，讓人反思個體的國家的毛病，又給予人們明澈和無窮的希望。

  同註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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