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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诗歌的几点思考
◎四川遂宁/唐毅

一．站在新诗百年的门槛上

近一段时间，很多人在说“新诗百年”
的问题。不知不觉间，“新诗”已然走过近
100年的历程。站在新诗百年的门槛上，有
人提出要对新诗给予重新评价。有人说是

“成就了得”，有人说是“一场失败的实验”，
甚至有人提出“新诗百年”，“新诗”之名是
否还适用于新诗？建议改称“当代诗”云
云。

说到中国诗歌，应该包括中华上古流
传至今，以及今天创作的所有优秀汉语诗
歌。这就有了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即何谓诗歌？或者说诗歌是什么？

在古代，诗歌是对诗、赋、词、曲等韵文
的统称。从字面理解，诗是诗，歌是歌，是
因为韵把两个单词联系在一起的。古代的
诗、赋、词、曲都用韵，诗歌的界限也不是那
么清楚。

较之于旧体诗（包括词、曲、赋，下同），
新诗是自由的，不讲格律，而且不用韵，这
就意味着诗与歌已经“分野”。尽管一度有
人给新诗也“安”上了所谓格律，那不过是
一段时间内的探索，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
的格律。

现在一些诗刊或诗选征稿，多会请作
者附上所谓《诗观》，一般都规定了字数的，
也就是几十字到一两百字内。那样的东西
我也有一篇：

汉字的美妙是无穷尽的，不同的组合
便有不同的意蕴。诗是文字的一种犯险。
诗人的使命是探求语言的新的抵达和可
能。简言之，就是以现代汉语为载体，涵括
了《诗经》以降，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
曲等，过滤掉传统诗歌中歌的部分而独立
存在的一种语言艺术形式。所以谓之诗。
诗又涉及哲学、宗教和自然科学等，是故，
诗是具有知性与神性之美的。

如果说囿于字数阐释得还不是很清
楚，那么再明白一点讲：所谓的“诗”，其实
就是一种“意”。把韵脚去掉，把格律去掉，
把平仄去掉，把对仗去掉，那么一首旧体诗
还剩下什么？是不是“形销骨立”了？剩下
的应该就是事物的“核心”或曰“本质”——
那就是“诗”，也是一段文字（无论诗、文）所
要表达的“意”。也就是说，那个“事物核
心”，旧体诗可以表达的，新诗也可以。所
谓的诗核、诗意，新、旧体诗均可以“拿来一
用”。

有这么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注意到
没有？读到旧体诗，人们立刻就能判断是
诗。可是，读到新诗呢，好多人可能会犯糊
涂：这是诗吗？新诗之所以一再被诟病，与
此不无关系。“身份未定”啊！

但是，当一首真正的好的新诗诞生，当
我们的目光掠过那“诗一样的文字”，又不
得不承认：如果这不是诗，那什么又才是诗
呢？

由是，我在《论诗四律》中有一首《不说
是诗》：

我一直在想象与文字之间寻章摘句
不说是诗就没有问题
那就不说吧！但又没有办法
让文字循规蹈矩，没有由内向外的伸

展

总有一些事物可以相互借代
一些新的词语，正经历着分娩的痛
或是跃出水面的快乐
我要说的，都是别人还未说过的

顾名思义，《论诗四律》应该有四首，可
能让人“莫名”的是那个“律”字，不是所谓
的律诗啊！

在此，我还得多说几句。有朋友在研
究我近期作品，发现我的诗都是四行的两
两相加，问是不是受到绝句或是律诗的启
示而故意为之。我没有回答。也不用回
答。读得多了自然会明白的。至于为什么
要把自己的诗设定在四行或八行，我在后
面还会讲到。

律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规律。
那么，“不说是诗”就不是诗吗？显然

不是。这些似诗非诗的文字，有想象，不
“循规蹈矩”，有“由内向外的伸展”。而探
询可以相互借代的“事物”，让词语“跃出水
面”，关键还得“都是别人还未说过的”。

我想，只要具备了这样几方面的特征，
这样的文字，即使不说是诗，读者也可以有
一个基本判断，不会因为不说是诗就不是
诗了。

二．官方语言与民间语言

在一本书的后记中，我曾这样说过：
“我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在语言上是没有
什么‘边界’的。这对散文和小说还好理
解，稍远如鲁迅，后来有汪曾祺。鲁迅是做
有新诗的，同他的散文和小说一样，很有那
个时代的特色。汪曾祺据称也是做有新诗
的，但仅引用过《坝上》的几行，尚看不出其
新诗的修为。”

鲁迅写诗，写散文，又写小说，而且还
是新诗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读了他的诗
歌、散文、小说，单就语言，我们会有一个什
么印象？

“白话！”
“对了，就是白话！”
中国漫长的几千年封建统治，人们日

常生活中的种种都是等级森严的。不但有
长衫与短衫之分，有锦衣玉食和粗茶淡饭，
说话也要分雅言与白话。

汉族的本来名字是华夏民族。华就是
衣冠之美，夏就是礼仪之盛。雅言即夏言。

《辞海·雅言》条说：“雅言，古时称‘共
同语’，同‘方言’对称。”据史料记载，我国
最早的“雅言”是以周朝地方语言为基础，
周朝的国都丰镐（今西安西北）地区的语言
为当时的全国雅言。也就是被规范过的语
言，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

《论语·述而第七》有云：“子所雅言，
《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白话原本是粤语的俗称，同人们常说
的“白话”不是一回事。相对于白话文，白
话就是俗语。

雅言是古代官方的通用语。比如官方
文件、文献、文告，包括文艺创作，当然都要
通行的。比如，今天的人们读《诗经》，可能
还会借助工具书（一些耳熟能详的篇什除
外）。但在古代，那就是雅言，也是当时的

“大白话”。
后来，雅言保留在书本上，成了我们

今天还能读到的文言文；“大白话”却在日
常生活中广泛使用并得以拓展，因为不需
要写下来，不需要吝字啬句，所以不像文言
那么简约、深奥，而是更浅显，更明白，更能
够把话说透。当时的社会就存在两套不同
的“话语体系”，一是文言文，写书本上的；
一是大白话，人们日常生活中交流、沟通用
的。

但是不是可以说，有了“大白话”，就该
有“白话文运动”了呢？没有想到的是，这
一时段非常漫长，可以上溯到汉唐时代，往
下，当然就是清末了。

一场革命从语言开始，并被历史命名
为“新文化运动”。从此，“雅言”被新的“普
通话”代替。原有的两套“话语体系”成了
一套，文言文“那一套”基本上可以算是“走
进历史”了。除了作为研究对象，也出现在
课本和大学专业（比如古代汉语言文学专
业），那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是不能割裂的。
要搞清楚自己的历史，如果连自己的语言
（当然包括古代语言）都没弄懂，那是不可
想象的。

新诗应运而生。
我曾在《八股文》一文里说过：“新文化

运动时期对八股文的否定，是完全应该的、
必要的。要推行一种新的文化，就要砸碎
固有的锁链。否则，中国的文化得不到更
新，语言环境就很难改善。”

同样是在这篇文章中，我还谈到了
“词”：

我不曾做过八股文。我想，它尚不至
于有填词那么多的拘束。谁能说中国的

“词”不是一种独步天下的艺术呢。八股文
仅四十余种格式，而词牌则以其数倍之多，
披秀于世界文学之林。

我们的文艺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八股文的得失，千秋功罪，后人自
会有评说的。

认真考证一下，一开始，新诗是不叫新
诗的，叫做“白话诗”。也就是说，鲁迅写白
话散文，又写白话小说，写白话诗，就不奇
怪了。

那么，白话诗是不是诗呢？这是一个
问题，而且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三．中国新诗是“舶来品”吗

现在的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新诗是
“舶来品”，是外国诗的“翻版”。我认为是
有影响，但不是根源。

由此，我想到了林芹南的“翻译”。凡
属革命，之前一定是“暗流涌动”，之后才是

“风起云涌”。“五四”前，由私塾到学校，教
育慢慢普及，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对知识的
需求、阅读的需求越来越大，开书店成了一
些人不错的选项。开书店就是做出版，需
要的书稿就多。这也使得本来不懂外语的
林芹南，却成了当时很是著名的翻译家。
据说，他的所谓“翻译”，不过是请懂得外语
的人将内容口译给他，再由他写成文言。

在世界各语系中，比如英语，也分古代
英语和现代英语，就如古代汉语和现代汉
语。有古代英语和现代英语，就会有古代
英语诗歌和现代英语诗歌。二者都是诗，
不同的是表述的语言、语法、句式。

古代汉语诗歌和现代汉语诗歌也是这
样。都说诗是不可译的。就像捎话，有的
表情、语气即便惟妙惟肖，毕竟是“捎”，说
话的不是原来那个人了，都会“走样”的。

新诗和旧体诗，都是诗，诗的本质应该
是没变的，变的是表达方式。

一些研究新诗的人，常常犯一个低级
的错误，把新诗和旧体诗割裂开来研究，好
像新诗的“诗”与旧体诗的“诗”全然不是一
回事。

诗是核，形式是壳。也就是说，不论是
用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来表达，诗就是
诗，写朝露、写午后、写夕照、写月色，“诗
意”都是一样的。

既然允许“翻译”，当然也可以允许新
诗和旧体诗“转换”。即可以把一首古诗的

“意”写成新诗，反之，也可以把一首新诗的
“意”写成旧体诗。

也许，一个人可以用古代汉语和现代
汉语分别表达、兼具驾驭古今语言的能
力。不过恕我浅识，这样的人尚不多。

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即把唐诗宋
词翻译成外文，又从外文翻译成中文，都说

“美极了”。
可以肯定的是，翻译过的唐诗宋词，已

经不是“原汁原味”的唐诗宋词了。译成英
语，那就是英语诗了，译成西班牙语，那就
是西班牙诗了，译成俄罗斯语，那就是俄罗
斯诗了……诸如此类，原汁原味均不可能，

亦即我前面说过的，仅剩下“形销骨立”的
“诗”或“意”了。

同样的，外国诗译成汉语，也不可能原
汁原味，我们也只能领会其“意”。林芹南
可以将那个“意”译成中国的文言文，当然
还可以将其译成中国的旧体诗，比如绝、
律，比如满江红、水调歌头等等。

我想，把外国诗译成现在这个样子，应
该是在林芹南之后。因为新文化运动，“民
间语言”与“官方语言”并轨，有了白话文，
外国诗的翻译当然也该是白话文了。

因此，译过来的外国诗，其实已经是中
国诗了。是由中国文字（汉语）描摹、解构
原诗之“表达核心”的，并且原来的文字已
经被“隐去”，一般读者只能通过中国文字
（汉语）获得其“意”。由此可见，中国新诗
也与“舶来”无关。

我此前讲到了雅言、白话，以及官方语
言与民间语言的“两套体系”问题，就是说，
白话在民间是早有存在的，只是新文化运
动前，诗都是“官方语言”写成的。白话入
书也是早就有的。读过唐小说话本可能明
白，其实那些东西已经“很好读”了。不过
在古代，小说是“不入流”的，被视为说唱艺
人糊口的玩意儿。正是这些市井中喜闻乐
见，与大众语言极为接近的“说唱艺术”流
布极广。被视为文学之正统的，还是诗歌
和散文。所以诗歌和散文一直在用“正统
的”“官方的”文言文来表达。

据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大胆的
结论，即中国新诗的诞生应该是受益于中
国传统白话小说的。

四．新诗应该向何处去

孔子有一句话：“不读诗，无以言。”他
说到的“诗”，就是由他编辑的，原来可能要
多，是孔子作了增删，现存 305首，原来就
叫做《诗》《诗三百》，是后来才被奉为“经”
的。

纵观中国诗歌发展轴线，一直在求变，
而且是在往复回还地求变。从《诗经》到
《楚辞》，还是尚无格律的自由体，这一点和
新诗是非常相似的。

早在初唐，陈子昂的一首《登幽州台
歌》，短短四句，直抒胸臆，本身是古诗，却
很像“新诗”。

此后历朝历代都有太多惊喜，首先是
唐朝，绝律趋于定型，并涌现了大量优秀作
品。人们对中国诗歌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
这一阶段，许多句子深入人心，至今仍为人
们常常引用。

宋代鼎盛一时的词，就是宋人要从唐
人的“阴影中”走出来的一个证明。尽管宋
诗承唐风遗韵，但宋词又为中国诗歌平添
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元人把“心思”用在了曲上，是对词的
进一步拓展与革新，也是要从宋人的“阴影
中”走出来，从而形成了中国诗歌的又一奇
观。这同样是求变的结果。

到了应该出现新诗体的清朝，虽然有
过张问陶、纳兰等著名诗词作家，却也只是

“重温”唐诗宋词的“旧时光”，并没有属于
那个时代的新诗体出现，而是把形成新的
诗体的机会留给了民国。当新诗出现，人
们还对其“身世”究竟是源于传统还是翻译
争论不休，稀里糊涂就是将近百年。

但我深信，新诗注定会在诗歌史上留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什么事都不可能一蹴
而就，一百年“我们还在路上”是正常的。
但经历了 100 年，距离其成熟也应相距不
远了。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作者在反复实
验，读者在翘首观望，新诗应该有一个“重
整旧山河”的局面出现，在呼唤历史性的革
新人物出现。

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日渐频繁，其受
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近
一二十年来，世界“越来越小”，被称之为

“新新人类”的八零后、九零后甚至是零零
后，其教育背景、阅读背景与七零后、六零
后、五零后不同了，文化的多元化，继往开
来，兼收并蓄，对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也是
有益的。但是，我们应该谨记：“越是民族
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新诗应以其本身
的魅力融入世界、影响世界。

在我的《论诗四律》中有一首《隐喻及
其他》：

风从时间走过，只有草木点头
也在衣裙和发梢盘桓
诗人买舟载酒去了苍茫间
就连自身际遇，也很是轻描淡写

所以常常只留一个侧影
但秦汉、唐宋和明清各有不同
即便今天的隐喻及其他
后人一样能够从中发现：蛛丝马迹

享誉世界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
曲早已“定型”，但荣誉是属于祖先的。那
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像宋人之坚定走出
唐人“阴影”，给未“定型”的新诗以“定
型”？

在前面，我还说过《诗经》《楚辞》都是
自由的，与新诗极其相似。不同的是，一个
是古代汉语，一个是现代汉语。从某种意
义上说，新诗并不见得就“新”，甚至是一种

“复古”。基于这样的认识，《诗经》能够流
传，《楚辞》能够流传，那么新诗中的好诗当
然也可以流传。

不过，所谓“复古”，仅是形式上的一种
“巧合”，不用韵的新诗自由是自由，但如果
没有一种可以与“诗”并行的语言，那是不
能叫做“诗”的。所以有人说：“诗到语言为
止。”语言是由文字结构而成的，所以我说：

“诗是文字的一种犯险。诗人的使命是探
求语言的新的抵达和可能。”

借鉴绝句、律诗和词、曲上下阕的组织
结构，我把目光放在了八行上，并落实到创
作中。也仅是作为一种尝试，是一种属于

“习惯性”的个人书写，与新诗“定型”亦无
甚关联，还不能上升到那个“高度”去。

五．诗人都是心灵的发现者

社会有很多分工，诗人是其中之一。
这里所说的诗人，应该是世界性的。诗人
存在的价值，就是对宇宙人生的独特发现，
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领悟。如果一个社会
没有精神层面的东西，那将是不堪的，是不
可想象的。

可是现在啊，走在大街上，说是做什么
的都行，就别说是写诗的，好像写诗的人或
多或少都有一点什么“问题”似的。不过仔
细一想，所有人都在忙着赚钱，忙着享乐，
唯有诗人，还在追求什么“精神境界”。而
且有人一说到诗，说到诗人，好像“精神”就
该有那么一点“问题”似的。

古代的著名诗人很多是在职的官员，
并在其任上有所作为，他们办教育、兴水
利、重民生，深受百姓爱戴。你不能说这些
事是“疯子”干出来的吧！

外国的著名诗人很多是贵族、骑士，都
是衣食无忧者，是生活在所谓“上流社会”
的。在“精神”方面好像是“举重若轻”的，
也没有听说他们中有多少人被视为“疯
子”。

不过，诗人里有所谓“疯子”也正常，就
像不写诗的人当中有更多的“疯子”一样正
常。

前不久，一位诗人同我谈到诗歌现状
时说：“一派乱象！”一些并不真正懂诗的
人，频频以“诗歌”的身份出现，看上去很是
热闹，但恰恰是这些非诗的东西，使诗歌成
为被讥笑的对象。

应该说，诗人要多一点敏感是可能的
——有人把这视之为做诗的天赋。

于是又有人提出了“天才论”，说是天
才与疯子仅一步之遥。比如画家梵高，他
有一幅《向日葵》，大家可能都还有印象。
有人说很抽象，有人说那是变形的艺术。
不管怎么说，一句话，就是画得不那么像是
肯定的了。

画得不像的画可以是名画，那么，写得
不像的诗会不会也可以是“好诗”呢？这在
乱象派生的今天，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如
果“精神”没有那么一点“问题”，还可能算
不得真正的诗人，诗也可能写得不够好。

我说的这些，也没想过要诋毁外国诗
歌和绘画。诗人都是心灵的发现者，能够
发现诗，那就是值得尊重的，古今中外，概
莫能外。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同旧体诗比起来，
新诗在篇幅上应该说还有一点长。泛情和

滥情的状况，在新诗写作中或多或少存
在。特别是一些所谓的“网络诗歌”，更是
泥沙俱下，说是只要会按回车键就行。绝
句、律诗都比较短，词也不长，曲和词差不
多，长的也少。古人遇到需要较长篇幅才
能表达的，一般会往“古风”上靠，如《将进
酒》《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

无论新旧，但凡好的诗歌，都是“言在
意外”，有比较大的“计白为墨”的想象空
间，是让给读者去丰富的。

一位真正的写作者，是具有“王者风
范”和“领袖气质”的，他们有自己的写作理
想。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贯穿着一种“帝
王思想”，都在想建立起自己的帝国——纸
上帝国。

最“恐怖”的是有不少自以为是的人，
觉得自己的东西很了不起。好像人人都是
大师。文学是一个金字塔，能够站在塔顶
的，是凤毛麟角。可是，无知者无畏。文字
这个东西，越到后来，越是畏，而后生敬。

也有不少人动辄声称自己是“玩文字
的”，我以为那是玩世不恭的“玩”，真正的

“玩”，他“玩”不起，也不会“玩”。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诗人（甚至是所有

文学种类的作者）就像现在的影视明星，是
人们“崇拜”的偶像，有其狂热的追慕者。

那时，作者是作者，读者是读者，分得
很清楚。随着一个特殊时期的过去，诗歌
之受大众的关注度日渐减少，这原本就是
一种正常的回归。

有人调查过，一般百姓生活少了诗歌
会怎么样？结果是不怎么样。人们日常生
活需要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就是说，
没有诗，对人们的生活一点影响都没有。
可是，在热爱诗歌的人那里，是一天也不能
少的。少了，会坐不安、卧不宁，会觉得生
活之无趣。所以诗歌注定是少部分人的
事，是更少部分人的事业。所以作者和读
者的关系也变得有些模糊了，大部分读者
也是作者。这时，再要做诗人，那就要做

“诗人中的诗人”了。
好的作品除了勤奋，还得有好的机

遇。《论诗四律》之《自然呈现》是这样说的：

清水出芙蓉。就像一首诗
从那些休眠的象形文字中站立起来
自然条件下的神奇组合
一切刀凿斧痕，已经荡然无存

不过是一次意外的遇见
才有所呈现。清水濯过的文字
就像天空蕴藏的雪
要躬逢其盛，才知道雪花——也是花

这样的“自然呈现”，就看你“碰不碰得
到”了。中国诗歌是中国的，当然也是世界
的。不独诗歌，所有存在于这个世界的艺
术，都是世界的。有一句熟话：“这个世界
并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

六．新旧诗能否并存

此前，我已经说了太多新诗与旧体诗
的“纠结”。是的，是“纠结”。做旧体诗的
人呢（有一部分新、旧诗兼修者除外），对新
诗“一统天下”的局面是不那么服气的。凭
什么？一些日常琐事，淡如白开水的“口
语”充斥诗坛。中国毕竟是有 5000年文明
史的古国，而且有诗国之称，那可不是浪得
虚名的。如果去大街上请人背诗，恐怕很
多人背得出来的，也多是古诗。又有几个
人背得出一首新诗呢？

或许也有例外，那可能是诸如《再别康
桥》啊，《雨巷》啊。不过这两首新诗，都是
旧体诗的一种“翻版”，都是用了韵的，应该
是“占了旧体诗的便宜的”。连格律都不
懂，写出来的也能算是诗？

写新诗的人呢，对写旧体诗的人也是
颇有“微词”的，现代人就该有现代人的思
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唐诗宋词的时代早就
过了，还用 1000 多年前的格律约束现代
人，法律都改换过多少遍了，格律还能约束
到人？口语里当然有诗。诗不来自日常生
活，难道还能来自空中楼阁？

这种相互“对立”的情绪是客观存在
的，甚至有人天真地问：新旧诗能否并存？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
“并存”已经是事实。不能单说诗歌，

你看哈，现代汉语即白话文，比如官方文
书，文件啊，通知啊，公告啊，已经是白话文
了；散文啊，小说啊，剧本啊，都是白话文
了。但是，你不能说，散文不能用文言来
写。比如有的地方，特别是前些年，也是近
些年，一些楼堂馆所落成，会请一位有古文
功底的人写一篇赋之类的东西，镌刻起来，

“勒石以纪之”。所以有人专门写赋，索价
甚高。那些东西，勒石倒是勒石了，能不能

“不朽”却很难说。
就像穿衣服一样，每一个时代有每一

个时代的时装，大家穿得一样也不觉得奇
怪。可是有人偏偏喜欢在今天穿一身古
装，还要去大街上走走——难道你不允
许？政策、法律都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面对不同形制、体例的诗体，每个人都
可以根据各自的喜好选择哪一种形式来抒
发自己的感遇。就像具有时代特色的新诗
不可能不吸引一些人为之反复实验一样，
有着数千年传承的旧体诗词，也不可能不
吸引一些人为之低吟浅唱。

我倒是很佩服我们的祖先，真正的古
人，文章都做到 1000多年后了，也就是说，
很“今”。我的老家仁寿县现归眉山市辖，
也就是东坡故里。我的这位老乡就很了
得，你看，他的一篇《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

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
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
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
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
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读了这段文字，没有不懂的。大家可
能和我一样，只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张怀民
是谁？张怀民是谁不重要，我们只需明白
他就住在承天寺，与苏轼认识，或者是朋
友，或者就是东坡居士的一位客人，暂时住
在那里。

现在，苏轼已经是古人了。但在苏轼
那个时代，他是“今人”。也就是说，他有他
的古人，还有比他还古的古人。古今是会
随着时间迁延的。500年，1000年之后，我
们也是古人。

那么，我们就应该认真想一想了，唐诗
有唐诗的时代，宋词有宋词的时代，元曲有
元曲的时代。我们留给后人的，又将是一
个什么时代呢？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那将是一个
新诗的时代。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会留给后代什
么样的新诗？

七．新诗有了“半口语”

什么是“半口语”？这是远在山东的一
位诗友提出来的一个新鲜词汇，具有原创
意义，应该是中国文字的第一次这样组合。

此前，我写有一首《口语，或吐气若
兰》，亦即《论诗四律》的最后一首：

我在等你说话。等你轻启朱唇
说出世间最动听的口语
比如发现一个单词
或者是一段能够让我浮想联翩的句子

此时天空布满预言
我在你吐气若兰的呼吸间游走
太阳新如刚刚出鞘的剑
你的那些口语，被我和宝光一道典藏

每一个字，只要入了诗，就该是有“诗
性”的了，就是典雅的。否则，古人也不会
说“字字珠玑”。我想到的是“完美”。这里
的美，不是单纯的，立意美、境界美、字词美
等等，肯定不能有半点瑕疵，才堪称完美。

这也是我说的知性之美。那么，什么
又是神性之美呢？很多人都在说，诗歌是
内心的宗教。我要说的，除此之外，还略有
不同。神性即自然性，一件好的文学作品
的诞生，除了一些关键因素促成，还有“自
然生成”法则，所以我总是觉得，每一件好
的文学作品是世间本来就该有的，所有的
作者应该都是“大自然”的代言人。

有人说：“白话诗之难写，在于看似白
话，却非白话。如果真的写成大白话，就不
是白话诗了。”这段话很智慧。也就是说，
纯粹“口语”是不行的，这就出现了“半口
语”。

如果“口语”只占一半，那么另一半的
空间就很大了，还包括“成诗”的一些要
素。纯粹的口语诗，仅是一种罗列，而诗歌
还肩负着创造语言的重任。

我理解的“半口语”，就是每一句都是
白话的，甚至整体都是白话的，但“白话”的
字词间应有更深的意境，甚至于一时间难
以“理解”的，需要品味，那些林林总总的

“味”，也是“诗”。
也就是说，要“吐气若兰”的口语，才是

“半口语”。
事实上，古诗也从未脱离口语。所谓

口语入诗，并非今天才有的。如《诗经》中
的一些句子也有口语化的；白居易发起新
乐府运动提出：“大凡人之感于事，必动于
情，然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
矣。”

“说一套做一套”，即说的是口语，写出
来的却不是口语，有人讥为“滑稽”。

我想，是否滑稽，不好妄断，但中国的
“诗歌”曾经就是那样。问题的关键，要弄
清楚什么是口语？什么样的口语可以入
诗。

口语即人们日常生活中，口头表达时
随便说出来的话。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
是所有的“话”不可能入诗，要“说”得好的
话才能入诗。那么，不好的话入了诗会是
一个什么状况呢？那就成了“口水话”。

说到“口语”和“口水”，这是一个极其
严肃的问题，是必须严格加以区分的。现
在有很多人，错误地把“口语”当“口水”，大
加责伐，已经到了不问青红皂白的地步。

两者的区分在于，好的口语入诗，是雅
致的；而把“口水话”写进诗里，是粗俗的。
也就是说，“口水话”不雅致，与诗是格格不
入的。可偏偏有那么一些人乐此不疲，不
但口水横流，甚至下流。所以，严格说起
来，是不应该有“口水诗”这么一说的。

把一些实验性的东西奉为“经典”，恰
恰是新诗不成熟的表现。历史是会大浪淘
沙的。现在某些所谓的经典，以后可能就
是垃圾。

同旧体诗比起来，写新诗应该更难。
否则，也不会近百年探索，还未真正建立起
自己的理论体系。

总的说来，新诗的历史还不长，虽然取
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否就意味成功，现在还
不好说。新诗还处在“乱世”。乱世出英雄
啊！现在应该还是新诗的“战国”时代——
一个“群雄纷争”的时代。

正因为如此，我们都还有机会参与。
参与什么？当然是参与创新、创造。说不
定啊，在新诗发展历程中写下重要一章的，
也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的在座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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