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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自序】

不可忽略的
诗歌之旅

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古典浪漫派
诗歌的先驱。代表作有《自由颂》、
《人类颂》、
《为祖国而
死》、
《日落》等。他的作品多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古典主义
的内涵，同时又注重主观感情的抒发，流露出忧郁、孤独的
情绪，反映出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不可调和，具有浪漫主义
的特色。

种种迹象表明，从 1804 年
新诗以及滋养这样的新诗的诗
起，荷尔德林的精神仿佛在空
歌翻译。在语言层面上，这种
中解体的火箭，先是几片防热
古典诗歌传统缺失下形成的对
瓦剥离四散，逐渐有越来越多
诗歌语言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
的部件脱落，直至三年之后彻
语言的预期实际上把现行语文
底崩溃，于是他的精神进入暗
教育导致的狭隘片面和平面的
夜，直至 1843 年死亡。后来他
语言与“语感”当成衡量汉语、
的同乡兼大学同学哲学家谢林
特别是诗歌汉语的永恒的和放
回忆诗人精神崩溃前夕他们相
之四海而皆准的圭臬；在写作
见的情形时曾说：荷尔德林“这
方面，这种现状导致了现行语
把精微调就的琴已经永久地毁
言的无营养、无增益循环；在阅
掉了”，这个比喻是既准确又生
读方面，导致了这样的语言由
动的。然而就在 1800 年前后， 于高度程式化而形成的一目十
诗人曾在创作上达到了他艺术
行式的模块阅读习惯。在他们
的巅峰，产生了他作为德意志
那里，任何文本，如果破坏了这
诗歌史上成就和地位最高的竖
种程式化的模块流畅阅读，就
琴诗人所赖以成名的最重要的
被视为文笔糟糕，这是妨碍大
作品。
陆汉语背景的读者有效阅读古
读者眼前的这部《荷尔德
今中外文学文本的一个问题严
林 后 期 诗 歌》，在 这 个 角 度 上
重的阅读习惯。
看，实在就是记录了这样一把
多年以前在我还读研究院
小提琴在其状态的巅峰所奏出
的时候，有一次去旁听某著名
的大师之作以及其后逐渐崩
美国中古中国文学教授讲杜诗
坏、不再能演奏完整乐曲的全
的课，这位教授讲授一篇篇诗
过程的唱片：1804 年初誊写出
作时，轮流让学生用中文朗读，
最 后 的 一 两 首 完 整 诗 作（《纪
然后用英文讲述大意。当时正
念》和《日耳曼尼亚》）之后，诗
好说到杜甫在成都草堂时写的
人在精神进入完全的黑夜之前 《狂夫》：
只留下许多残篇和断章，甚至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
只言片语。从这些残篇断章乃
水即沧浪。
至只言片语里，我们依稀仍能
风含翠筱娟娟靜，雨裛红
看出其作者精神的深度、诗艺
蕖冉冉香。
的精湛，
但也感觉到不可探测的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
晦涩和黑暗。如果不乏批评家
子色淒涼。
或译者能探究其深度、
传达其精
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
湛，
那么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
夫老更狂。
洞察其黑暗、廓清其晦涩。
当时轮着诵解这首诗的是
作为读者，应该怎样阅读
个国内本科时古典文学专业、
到
这样一位诗人在这样的精神状
美留学的中国学生，结果把“欲
态下写出的作品和称不上作品
填沟壑”
解作
“欲壑难填”
了。这
的 草 稿 、片 段 乃 至 只 言 片 语
样的错误，
反而是外国学生所不
呢？正确的方法只有一个，就
会犯的，
因为他们头脑的词库中
是一个字都不忽略地精读和反
没有
“欲壑难填”
这个成语模块，
复地精读。但是这个要求在当
于是就老老实实地去查
“欲填沟
代读者那里要得到实现绝非易
壑”
。而那位中国学生虽然是中
事。在当代的中国，很多外国
国古典文学专业的，
却既不知道
诗歌的读者（甚至不少专业是 “填沟壑”
的典故，
又从视觉认知
文学和文学翻译的人士），除了
上被在当代汉语中强大的成语
中小学等启蒙时代记诵的浅近
模块“欲壑难填”——这两个不
的中国诗词以外，没有正式接
同的短语有三个字是相同的
触过作为古代文学主体的雅正
——所误导，
以为在这里完全没
诗歌，更没有对这样的雅正诗
有任何语言和知识难点，
结果是
歌传统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他
自己跌进沟壑里了。如果这里
们只熟悉 20 世纪初以来出现的
的“欲壑难填”这个成语模块本

身还属于地道的汉语，只是其
在当代汉语中的滥用盖过了其
他词语，导致不甚审查的当代
读者因想当然而出错，那么，流
行于今日汉语和汉语文学作品
中的许多、甚至大多数其他词
语模块则其本身往往就是以讹
传讹、以讹生讹、以讹造讹的结
果，它们往往词义模糊、内在地
自相矛盾或不通，是为凑双音
节而生造的，与汉语的词源和

作为读者，应该怎样阅读这样
一位诗人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写出
的作品和称不上作品的草稿、片段
乃至只言片语呢？正确的方法只有
一个，就是一个字都不忽略地精读
和反复地精读。

传统完全脱节，在臆想中是欧
化的（因而也是时髦而“高级”
的）但实际上是洋泾浜或“土泾
浜”的。
同这样的流行诗歌或诗歌
翻译语言不同，
《荷尔德林后期
诗歌》的读者在本书中会看到
很多“欲填沟壑”式的语句，但
是他们既不应当把它们自动替
换为“欲壑难填”，并一目十字
甚至一目十行地进行模块阅
读，然后以为自己读懂了，更不
要以为“欲填沟壑”是写错了或
写得很糟糕，以为“欲填沟壑”
是译者不会说“欲壑难填”或故
意标新立异，非得把一个大家
熟悉的成语扭曲，因而责怪译
者“语文没有学好”、
“ 没有基本
的语言功底”，甚至产生极端情
绪化的反应。如果读者有耐心
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部译诗集
读完，花心思去弄懂话为什么
这样说，那么他会发现，他在这
样的精读过程中丧失的其实并
不是语言的愉悦，而只是语言
的痂与膙；他获得的却是语言
和审美经验的深化与扩展。
□刘皓明（本文系《
《荷尔德
林后期诗歌》
》一书白文普及版自
序，
标题为编者所加，
该书近期将
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不去祸害人间不去祸害你
对于爱情，在冯唐诗里，
爱 情 是 在 一 起 一 切 都 对 ，爱
情是见面欢喜，不见面想念，
包容和慈悲。爱情就是在一
个 有 雨 有 肉 的 晚 上 ，和 你分
一瓶酒。

□书评人

宋君

冯唐老说，他心里有肿胀，
要写出来，
要化掉，
才舒服痛快。
写诗的人，总要有与别人
不同的洞察力，对于世界，对于
姑娘的身体。
冯唐在序言里有句话说，
累的时候，身外有酒，白、黄、
红，心里有姑娘。
男人其实很容意满足。就
像冯唐的偶像亨利·米勒说的，
我对生活的全部要求不外乎几
责编 于丽丽 美编 倪萍 责校 刘苏

本书、
几场梦和几个女人。这就
诗，除了秉承冯唐一贯的嚣张
够了。认识冯唐的人常说，
他上
和淫荡之外，还有一股子诗人
半夜写最纯情的小说，
下半夜就
才有的深情致意。据说没有
写最黄的黄诗。小鸟小兽小妖， 哪 个 姑 娘 能 拒 绝 诗 人 和 流 氓
赋，
比，
兴，
这百十首诗就是在无
的深情。
数个下半夜里流泻出来的。
所以冯唐能在诗里说，
你的
冯唐在麦肯锡学到了金字
屁股像马。冯唐也能说，
不是想
塔理论，在妇科医院学到了卵
喝大，是想喝大了不怕，然后和
巢结构，他用这些逻辑和科学
你说话。就像一个十八岁的少
思维把诗经、唐诗、俳句、民谣， 年一样，
姑娘就是全部的信仰。
磨豆腐一样揉碎了，捏成种子，
对于爱情，在冯唐诗里，爱
塞进子宫，再长出来的就是冯
情是在一起一切都对，爱情是
唐独一无二的唐诗百首。叫这
见面欢喜，不见面想念，包容和
个名字似乎还真有与古诗一较
慈悲。爱情就是在一个有雨有
高下的意思。都是诗，都有境
肉的晚上，和你分一瓶酒。
界，可比可不比。
冯唐的深情带着北京人独
诗是文中酒。诗是真的好
有的坏和痞，惹人笑骂，却不讨
汉语。一个字就要写出鲜衣怒
厌。冯唐对姑娘的承诺不是
马、元气淋漓来，没有过人的手 “下辈子还在一起”，而是“下辈
段，就不敢轻易落笔。柴静说， 子做你的床单”，
“ 下辈子一起
冯唐的文字腥，鲜，辣。读冯唐
做黄瓜、北极虾”。
的小说，他老爱用“阳具强直”，
这其中境界的差别，就是
“中横一管阳物”这样男性荷尔
西门庆和柏拉图之间的差别。
蒙凛冽的句子。而这百十首
冯唐好古器物，爱玉，心里

住着最美的姑娘。
夜晚就闷着头，写小说，写
散文，写诗。冯唐心中的姑娘
神秘叵测，忽而是玄机，忽而是
孟寻，忽而又是朱裳。姑娘在
冯唐诗中更加捉摸不透，先是
只留了局部，变成乳房，头发，
泪花；而后人形也没了，变成松
露 、沉 香 ，全 熟 但 有 点 腐 败 的
梨，糖，气味和光。
姑娘是冯唐的玉，盘在身
上，藏在心里。姑娘也成为他
写字的某种发轫，酿诗的酒糟，
促成他当一辈子深情的流氓，
写中国最好的黄书。快到四十
岁的时候，做减法，百十首冯唐
诗，成了一个诗人。
冯唐在诗里说，不去祸害
人间不去祸害你。
这让人想到著名的俳句，
撒把米也是罪过啊，让鸡斗了
起来。
他那些用来打败时间的文
字，祸害的人还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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