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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虎性
——布莱克《老虎》一诗的主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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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国天才诗人威廉 布莱克的著名短诗《老虎》 对老虎的活力和能量中体现的雄

浑之美与和谐之美进行讴歌， 该诗表达了诗人的辩证哲学观：恶是一种自然状态，它和社会
进步必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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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 布莱克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之
一。出身袜商之家， 终身以绘画雕刻谋生。没有
受过正统教育，却天赋异禀。他的诗歌包罗万象。
有的描述人类的单纯美好，如《天真之歌》中描述
的世界；有的直指社会中的邪恶，如《经验之歌》；
有的简单却能透视人生如《天真的预示》，
“一颗沙
中看出一个世界，一朵花里看出一座天堂，把无限
放在你的手掌上，永恒在一刹那收藏。
”此诗已成
人人能诵的经典，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出处或
作者；有的神秘而富于想象力如后期的《四佐亚》、
《耶路撒冷》等，因而布莱克本人也被称为“灵视
诗人”。在他自己的时代默默无闻，之后却无意契
合了现代主义对非理性混乱的痴迷，因而引起评论
家的关注，自此名声鹊起。有人用一句话概括布莱
克是“神圣的疯子、单纯的诗人、孤独的先知”。
《老虎》是布莱克最著名的一首诗，收集在他
的诗集《经验之歌》里。诗中塑造的虎虎生威的老
虎的形象及笼罩在其身上的神秘感备受评论家的
青睐。老虎究竟象征什么？无数的答案，假如布莱
克本人看到了，也会大吃一惊的。Hirsch 从诗歌开
头营造的环境气氛出发，认为老虎代表着神性，因
为，
“森林尽管充满恐惧，却暗含高大正直的形象，

正如老虎身上有条不紊的条纹和布莱克结构均称
的诗歌一样。
”Hobsbaum 则把老虎当成神秘之物。
[1]
王佐良先生从当时的革命背景着手，认为老虎象
征了当时的法国暴力革命，诗歌表达了诗人对法国
革命的同情。[2] 这也是国内普遍认同的看法。鉴于
以上学者的研究，本文试图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
从两方面来分析诗歌的主题。本文认为这首诗首先
是对从老虎的活力和能量中体现出的雄浑之美与
和谐之美的讴歌。其次，通过这首诗，诗人表达了
他辩证的哲学思维，即邪恶是一种自然状态，是和
社会进步必不可分的。

一、雄浑与和谐之美
《老虎》一诗是对虎虎生威的老虎身上所体现
的雄浑的力道之美与整体的和谐之美的讴歌。在诗
中，中心的意象当然是老虎，为了烘托这一意象，
在诗的开头，诗人选择了类似电影中的蒙太奇手
法，先给了老虎一个特写的镜头，“老虎，老虎，
黑夜的森林中/燃烧着的煌煌的火光。
”“黑暗的森
林”仿佛是一片大黑幕，美好地烘托出了老虎威严
的身体和它眼中那“燃烧着的煌煌的火光”，黑暗
与火光强烈的视觉对比将老虎雄浑的力道之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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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抛在读者面前。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烘托老虎

喻而排除概念化思考的诗歌，如超现实主义的诗

的雄浑之美与和谐之美，诗人对整首诗的节奏安
排、结构安排和比喻意象的挑选也是匠心独具。

歌，是任性的疯狂，即便严肃对待，也会觉得过于
晦涩难懂。
”[4] 弗莱的话道出了布莱克这首诗的玄

在诗中，节奏对体现主题起着重要作用。几乎

机，诗中没有任何概念性的评价，有的只是作者选

每个热爱诗歌的人看到这首诗都忍不住大声的读
出来：

取的一个个比喻意象，而对这些意象的理解则因人
而异，众说纷纭，难怪有人称布莱克为现代主义者。

Tyger, tyger, burning bright
In the forests of the night,

1. 火的意象。无论是在古希腊神话中，还是
在《圣经》中，都有火的意象。在古希腊神话中，

What immortal hand or eye

普罗米修斯偷盗火种给人类带来光明，在《圣经》
中，地狱的流火则是殉道与惩罚的象征，因此火的
意象已经成为一种原型，它一方面代表着光明、温

Could frame thy fearful symmetry?
当我们双唇用力发出这些铿锵有力的爆破音
[t], [ b] 及元音 [ai] 时，我们仿佛感到了老虎那神

暖，另一方面也象征原始的活力，狂野或邪恶。在

圣的威严和一触即发的爆发力。在诗行内部诗人使
用“burning bright”、“distant deeps”、“frame thy

诗歌的第二节，诗人将焦点对准了老虎最虎虎生威
的部分——眼睛。布莱克用火的意象来描述老虎的

fearful”等押头韵的词，而整首诗的韵律则是两行
押运，更增加了节奏的紧迫感；在视觉和听觉上达
成一种共鸣，总体创造出一种强度和张力，强化了
老虎的雄浑意象。
而这种雄浑的力道之美又被包裹在一种和谐
美当中，诗人用“可怕的对称（fearful symmetry）
”
来形容老虎的和谐之美。老虎身体的和谐之美又
与整首诗结构上的和谐相互映照。在诗歌的结构安
排方面，最后一诗节是第一诗节的重复，整首诗像
老虎本身一样形成“可怕的对称（fearful symmetry）
”。荒诞派剧作家贝克特说过，“形式即内容，
内容即形式。
” 在这一点上，布莱克的《老虎》是
对这一论点最好的注释。难怪 Stevenson 认为“老
虎就是诗歌本身”，而诗歌结尾的问题，
“是怎样的
神手或天眼/造出了你这样的威武堂堂？”也便迎
刃而解了，那便是“诗人布莱克”。[3] 116-117 这也印证
了布莱克自己的话，“每一首诗都必须是一个完美
的整体。
”
除了节奏和结构安排方面的独到之处，诗人在
比喻意象的选择上也超乎常人想象。布莱克被成为
“灵视诗人”，他的想象以奇特、神秘、含混著称。
通常而言，比喻作为一种修辞，可以将概念化的抽
象的东西转化为直接具体的形象；布莱克的比喻意
象很生动，但似乎不是很容易懂，正如弗莱所指出
的那样，“他的比喻没有内在的逻辑性，无人能看
出他比喻中此物与他物之间的共性，除非是疯子，
恋爱中的人或诗人，或许再加上极端未开化的野
人。我们的教育教会我们的是概念化的思维，因而
符合这一思维模式的诗我们会觉得明白易懂，像华
兹华斯的诗
而在大多数读者看来，完全依赖比

眼睛，
“你炯炯的两眼中的火/燃烧在多远的天空或
深渊？/ 他乘着怎样的翅膀搏击？/ 用怎样的手夺
来火焰？”通过描写造物主夺得火种的不易更加突
出了老虎眼中火光的神秘。王佐良先生引用《圣经
耶利米书》中的一段来解释老虎中火的象征意义，
引用如下：
Deliver him that is spoiled out of the hand of the
oppressor, lest my fury go out like fire, and burn
that none can quench it, because of the evil of your
doing . But I will punish you according to the fruit
of your doings. Said the lord; and I will kindle a
fire in the forest therefore, and it shall devour all
things round about it. (Jeremiah, 21: 12-14) （ 拯
救被抢夺得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
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 耶和
华又说，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我也必
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着起，将她四围所有的尽行
烧灭。
）（耶利米书 21: 12-14 ）
根据以上引文，王先生认为森林中的火象征了
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愤怒。[2] 暂且不论本诗的政治
色彩，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分析也是建立在火的最原
始的象征意义的基础之上的，即活力和能量。无论
他是照亮黑暗的光明之火还是将吞噬一切的邪恶
之火，它都有着雄浑壮观的力道之美，这也正是老
虎成其为老虎的特质。
2. 熔炉的意象。在塑造老虎的“神威”时，诗
人还运用了一系列与熔炉相关的意象。在第三节
中，诗人写道，“又是怎样的膂力，怎样的技巧，
／把你的心脏的筋肉捏成？／当你的心脏开始搏
动时，／使用怎样猛的手腕和脚胫？／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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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诗中，诗人将人类的一些邪恶的品质——

筋？／是怎样的铁砧？／怎样的铁臂敢于捉着这可
怖的凶神？”在此，诗人将造物主比喻为一个能干

残酷、嫉妒、恐怖、机密拟人化地比为人的心脏、
脸面、身材和衣服，而后又将后者类比为钢铁、锻

的铁匠，而将创造老虎的过程比喻为打铁的过程，

造厂、熔炉、峡谷。将两首诗进行对比阅读，我们

经过一番鬼斧神工，创造出了老虎的“威武堂堂”，
这也是造物所创造的和谐对称之美。如布莱克本人

可以看出布莱克似乎倾向于将熔炉等意象与邪恶
相连，因而在“老虎”一诗中，我们也不难想象到

所言，
“和谐对称是事物的本质而不是事物本身，一
匹马所体现的和谐对称绝不同于一头牛。每件东西

老虎的另一面——邪恶和恐怖。布莱克也是嫉恶如
仇之人，但他认为邪恶是存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都有它独特的和谐对称，他们是事物的内在本质。
”

另外，他反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中那种认为按部就

弗莱解释说，
“一方面，对称只有和它所关联的东西
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另一方面一头牛和一匹马的不

班的生活就是好的，而自由和充满活力的生活就总
与邪恶相关，如他所言，
“他是站在魔鬼的一边的”。

同的对称远远比他们都对称更有意义。简言之，人们

他从邪恶中看到活力，而活力是富有创造力的。在

只有明确，清晰，独特地来看待事物自身并把它与他
物加以区分时，这些事物才获得了真实性。
”[3] 116-117 从

布莱克看来，
“积极的邪恶要胜于消极的美德”。因
而恐怖与邪恶作为老虎的另一对特质是与作者讴

老虎的 “威武堂堂”所体现的雄浑的力道之美与整
体的和谐之美便是它的特质所在，是它不同于《天真
之歌》中的羔羊的地方。布莱克认为诗歌就是“灵视
或想象，是对真正永恒存在的不可改变的一切的再
现”[3] 116-117。所以《老虎》一诗就是对老虎的“威武
堂堂”所展现的雄浑之美与和谐之美的再现和讴歌。

歌的活力和能量之美密不可分才的。这一点在第五
诗节中有更明确的描述。在这一节中，布莱克运用
拟人的手法来再现老虎的“虎虎生威”：
“群星投下
了他们的投枪。/用它们的眼泪润湿了穹苍，/他是
否微笑着欣赏他的作品？/他创造了你，也创造了
羔羊？”对这一节，许多学者也有不同的理解，王
佐良先生认为它象征着革命人民对反动贵族的胜
利，并举一例佐证：老虎的眼睛要远远亮过群星，
所以相形见绌的群星落荒而逃。[2] W. H. Stevenson
将该诗与布莱克的另一首诗《四天神》的两句相关
联，“the stars threw down their spears, and fled
naked away”，认为布莱克不过想表达“群星的恐
惧和排斥”；至于结尾那句反问“他创造了你，也
创造了羔羊？”在 Stevenson 看来，只是一种修辞，
他只是用反问的形式呈现了老虎与羔羊同处于造
物之中的矛盾状态。[5] 笔者比较认同此种分析。
《老
虎》被收录在《经验之歌》中，而在《天真之歌》
中与之对应的是《羔羊》，布莱克另一个取名为《天
真与经验之歌》的诗集有一副标题为“揭示人类灵
魂的两种相反状态”。那么，何为人类的两种相反
状态？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天真之歌》中的《羔羊》：
小羊羔谁创造了你
你可知道谁创造了你
给你生命，哺育着你
在溪流旁，在青草地；
给你穿上好看的衣裳，
最软的衣裳毛茸茸多漂亮；
给你这样温柔的声音，
让所有的山谷都开心；
小羔羊谁创造了你

二、恶是一种自然状态
《老虎》一诗在展现了老虎的雄浑之美与和谐
之美的同时，它还展示了与之紧密相关的的另一面
——老虎的邪恶和恐怖。在诗歌的第四节，诗人连
续使用了“斧头”、
“熔炉”、
“铁链”、
“铁砧”等比
喻来表达造物的神奇的同时，也用一些特别的形容
词来修饰他们，如作者连续使用三个“可怕的
（dread）
”来形容造物主的手脚和铁臂，并用 “可
怖的（deadly）
”一词来修饰描述面目狰狞的老虎的
“凶神（terror ）
”一词。这些词的使用，让我们在
感叹老虎的雄浑之美与和谐之美的同时，也不禁对
其生出几分畏惧。无独有偶，布莱克在他的另一首
诗《神圣的意象》（收于《经验之歌》
）中也有如下
诗行：
Cruelty has a human heart,
And jealousy a human face
Terror, the human form divine,
And secrecy, the human dress.
The human dress is forged iron,
The human form, a fiery forge.
The human face, a furnace sealed,
The Human heart, its hungry g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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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说过，“布莱克的诗歌就是诗歌，也必须

小羔羊我要告诉你；

只当诗歌来研究，试图用非诗歌的东西去解析，注
定要失败的。
”[3] 6 新批评也强调诗歌本身的价值。
“诗歌的意义在于其张力，在于内
艾伦 退特认为，

他的名字跟你的一样，
他也称他自己是羔羊；

延和外延的有机结合。
”[8] 这也正是“老虎”这首
诗的魅力所在。

他又温顺又和蔼，
他变成了一个小小孩，

注释：

小羔羊我要告诉你，

我是个小孩你是羔羊

国内盛行的版本是郭沫若先生的译本，郭将原文中的“fearful
symmetry”意译为“威武堂堂”，原文若直译应为“可怕的

咱俩的名字跟他一样。
小羔羊上帝保佑你。

对称”，强调老虎形体的和谐对称。弗莱曾以此段与为题写
过一部对布莱克作品的评论。

小羔羊上帝保佑你。（杨苡译）
诗中描绘的是一个平静和谐的纯真世界，尤其
如果你看布莱克为本诗所作的版刻画，你就更会感
到“这是一个受某种守护神或仁慈的天神保护的封
闭的世界”。[6] 弗莱对象征主义的传统模式进行归
类，他将象征意象归为四个层次：天堂，纯真世
界，普通世界和地狱。[7] 因而羔羊所在的世界应该
是和天堂接近的纯真世界，而老虎所在的世界应该
是充满专制、奴役和欺骗，到处是黑暗和邪恶的普
通世界。老虎是与邪恶紧密相连的，但并不是说羔
羊就比老虎好。他们不过是代表着人类进化过程中
的两种状态，如布莱克所言：“没有对立就没有进
步。
”
“从这些对立中诞生了宗教所说的善与恶。善
是遵从理智的消极的一方，恶是从能量爆发而来的
积极的一方。
”[3] 116-117 善恶相对而存在，所以有羔
羊， 必然就有与其对立的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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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Tiger:
Analysis of the Theme of William Blake's The Tiger
LIU Li-xia, WANG N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Hebei, 06600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analyze the theme of William Blake's poem The Tiger from two aspects.
First, the poem is a eulogy of the beauty displayed in the tiger's energy, power and symmetry. Second, the
poem reflects Blake's dialectical thinking, that is, the evil is a natural state and an inseparable part of social
progress.
Key words: beauty; evil; natural st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