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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的意义
——论郭小川建国后的心态构成与诗歌理念转变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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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是郭小川建国后重要的心态要素和精神症候，诗人的焦虑心态和诗歌理

念转变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确立诗人身份的焦虑促使其诗歌理论和实践探索的自觉，诗歌
成为主体复杂灵魂实现独特传达的艺术；双重身份的焦虑使他产生精神危机，诗歌成为主体
缓释身份焦虑的艺术选择；道德焦虑则摧毁了他秉持的诗歌理念，诗歌成为主体展示革命忠
诚与纯粹的深情表白方式；存在焦虑迎来了主体精神觉醒，诗歌成为主体另辟生存空间、重
寻生存意义的“革命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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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诗歌演变历程
中，无论是诗人精神世界，还是诗歌文本创作都出
现了一系列“独异”的现象，透过这些已然历史化
的“现象”，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代诗歌发展的曲
折与艰难，还能更加深入了解当代诗歌的问题与症
结。在这些“现象”中，“郭小川现象”吸引了不
少当代研究者的目光。综观郭小川的研究，人们主
要侧重于现象描述而忽视问题的探究，这样也就无
法从研究对象中提取重要的命题，深入而有效地揭
示“现象”的复杂性。在郭小川的生命世界里，
“焦
虑”是他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基本心态要素，
同时也是建国后许多当代知识分子重要精神症候。
那么，究竟是何种“语境”催生了时代知识分子的
精神焦虑？这种精神焦虑有哪些维度？不同维度
的焦虑与创作主体诗歌理念变迁及思想转换之间
有何内在关联？简言之，郭小川建国后焦虑心态的
意义何在？我们试图以“焦虑”为核心命题，探察
年代诗人在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中，
其心态构成与诗歌理念转变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身份焦虑
郭小川曾在《小传》中说：“我的写作差不多
是从‘一二 九’运动开始的。因为家庭贫困稿费
成为必须的收入的一部分。
”
这表明为谋生而
写作是他最初的创作动因。在
年间，他
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政治工作”中，由于政治仕途
上的腾达，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他对诗歌创作的热望
和以“诗”安身立命的期盼，此时“写作”逐渐变
成了自身施展才华的“业余爱好”。可以说，他在
进入“作协”之前，与其说是一位“作家”，不如
说是一位行政官员，其“作家”或“诗人”身份始
终是模糊的。
郭小川的“诗人身份”问题直至他调入“作
协”之后才凸显出来。杨匡满回忆说：“郭小川是
属于那种在群众中人缘极好却有部分老干部说他
是‘天真’
、
‘不安分’的人。
” 的确，他同意调
入作协是有自身的“想法”的，除了服从组织的决
定，想“跟党组和白羽同志把作协整顿一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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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的是，他想借助“这创作团体的环境，把个

冲突，给他带来的是难以摆脱的“空间”焦虑。郭

人的创作恢复起来” 。尤其是进入作协不久以
后，他就“在作家面前有自卑感”，感到某些作家

小川在确立诗人身份过程中的“时空焦虑”，常使
他卷入悲观绝望的情绪流中，有时甚至有意或无意

“看不起”自己，因为他曾听到“作家协会的工作，
。
让非作家来领导，简直是笑话”之类的非议
无疑这些“非议”，一方面让他受到一种精神刺激，

地把这种情绪移到这一时期的诗歌文本中。如《深
深的山谷》一诗所书写的男主人公对革命工作逃
避，某种程度上就是郭小川借“男主人公”之口，

觉得非作家在“作协”很难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也
激发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热情。在作协这样的文学

浇胸中“块垒”——对“作协”工作的厌烦与恐惧。
有趣的是，持续的精神焦虑非但没有使郭小川

团体中，郭小川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作家身份”

创作出现滑坡，反而给他的创作带来新的刺激，使

的重要性。尤其是作为“作协秘书长”，他处理的大
多是日常繁杂的事务，如果想要让他人信服，获得

他养成了诗歌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的“自觉”意
识。在创作方面，他收获颇丰，诸如《投入火热的
）；《向困难进军》、《闪耀吧，青春的
斗争》（
）；《深深的山谷》、《白雪
火光》、《致大海》（
的赞歌》、《一个和八个》（
）等诗歌的发表，

更多的尊重，就必须在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在这
方面，郭小川是相当自信的：他坚信“只要有机会
“我相信，我
写作，我的才能也不见得比你差” 。
的才能是很高的，只要我去钻，用不了多久，我就
可以在创作上干出一番事业来，成为大作家。
”
显然，郭小川不仅有明确的目标和饱满的激情，还
有坚定执着的探索与实践。然而在“诗人”身份确
立过程中，他陷入了一种持续的情绪焦虑的漩涡之
中。那么，郭小川的“焦虑”来自哪些方面呢
他的“焦虑”主要源于作协繁杂的“事务性”
的工作。郭小川作为作协“秘书长”必须处理日常
工作中相当多的“杂”事：“这个秘书长工作，头
绪纷繁，党内党外，会内会外，国内国外，又是组
织工作，又是思想工作，又是编辑工作。
” 在单
位上班时是如此，有时在家里也“不断有人来”找
他，谈的还是工作上的事情。这使他非常苦恼，因
为工作挤兑了他创作的时间，为此，他只好充分利
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拼命写作。写诗没有时间的保
证，加上又患有“精神衰弱症”，有时为此诗写不
成，心情也变得异常郁闷。在此期间“时间”焦虑
感爬满了他的心头。不仅如此，他作为“作协”的
“秘书长”不得不应对许多相当棘手的事情，这严重
影响了他的创作心境。比如
年为了写丁玲和陈
企霞的结论，他的精神紧张到崩溃的边缘，心情坏
到了极点：
“一种厌烦和不安的情绪占有了我，情绪
有时就像气流一样，是这样压人。
” “心中郁郁
工作又压得很多
我原订写诗的计划只好放
下了。
” 在这样的压力和心境中，他说：
“如果能
够摆脱这个工作，我也许会完全沉浸在写作中的。
现在却不行，有时心中非常之不安。
” 可是，他
所期盼的相对独立、自主的创作空间最终还是被这
些“棘手”之事无情摧毁。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在诗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且让他牢固地确立了
诗人身份。显然，
“焦虑”之于郭小川是有意义的。
虽然紧张、压抑、惊恐等会形成一种焦虑的“情绪
场”，并给身处其中的人们带来极大的痛苦，但是
“焦虑”的作用并非都是负面和消极的，它也有积
极的一面，可以作为主体实现能动转变的动力源。
心理实验表明，在正面处理焦虑的过程中，人们不
但可以让心智得到锻炼，实现精神自觉，而且还能
提高生命存在所必需的张力。郭小川把“身份焦
虑”的压力转化为诗歌探索的动力，从而引发了
“诗歌”探索的自觉，即对诗歌 “写什么”、“怎么
写”进行紧张的思考与求索。比如，在许多诗集
“后记”中，他经常谈到自身的某些困惑和“焦虑”：
“我时常想：我怎样才能把这种时代精神和时代情
感表现出来；我在探索着和它相应的形式，我在寻
找着合适的语言。
”
诗歌“所谓‘楼梯式’的
排列方法”，
“我常常想，反正是一种摸索，还是摸
索摸索看吧。等摸索出一点头绪再说吧。
” “几
年来，在业余时间写的这些东西，都是‘急就章’
，
说不上有什么可取之处”，
“自己称意的诗作，至今
还一篇也没有” 。
“这期间，我写的诗大部分实
在不成样子”，
“想到这里，我往往非常不安。我能
够总是让这淡而无味的东西去败坏读者的胃口吗
这些粗制滥造的产品，会不会损害我们社会主义文
学的荣誉呢 ”
正是在自身的诗歌创作困境与
出路的探求中，郭小川提出了关于当代新诗“独
特”的见解：“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很
多新颖而独特的东西”；诗歌必须有“思想”才能
“触动读者的深心”，“引起长久的深思”，“而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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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思想，不是现成的流行的政治语言的翻版，而应

溃”了，甚至提出要离开“作协”，并且还和王任

当是作者的创见 ”“是作者自己的，是新颖而独特
的，是经过作者的提炼和加工的，是通过一种巧妙
简言
而奇异的构思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
”

重联系调动的事宜，后因陆定一和周扬不同意才作
罢。郭小川向刘抱怨“作协”工作，提出离开作协
的要求，被认为不做“党的驯服工具”遭到批判。

之，在特定的时代文化语境和个体的生存语境中，
确立“诗人身份”（或“成名”
）的焦虑不仅激活了

由于郭小川身上依然保留着现代知识分子的率真、
反抗奴役压迫等性情，因此当他以诗人（或现代知

郭小川对当代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的探索潜能，还
点燃其“绝不认输”生命激情，同时也促进了他探

识分子）的“理想眼光”而不是以文化官员应有的
“政治眼光”处理复杂的人和事时，必然会产生时

究诗歌本体的自觉。这一现象可从魏晋时期士大夫

代所不容许的“角色行为”。他为此进退维谷，内

的精神焦虑带来文学自觉的历史中
如果说确立诗人身份的焦虑使郭小川实现了

心始终处一种紧张、忧虑和恐惧的情绪状态之中。
他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出现了不见容于时代的“角

精神自觉，那么双重身份（诗人和文化官员）的矛

色错位”。如《一个和八个》主要以“肃反”和“审

盾冲突产生的焦虑，却造成了他的精神危机。在这
里，“身份”冲突主要体现为“角色”冲突。作家

干”时，出现一些“冤枉好同志”和“斗错人” 的
现象为故事原型，试图展现八路军指导员王金的“人

角色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角色期待”，即“社会
他人对身份的期望和要求”；二是“角色认知”，即
“自己对自己应该做什么，怎样做才符合自己的身
份的理解”；三是“角色行为”，即“个人按照角色
期待的要求和期望，按照自己对角色的认知和理解
去实现角色的行为方式” 。可以说，郭小川的
角色期待和角色认知之间出现 “错位”。周扬、刘
白羽把郭小川调到作协当秘书长，一则希望他“担
负起斗争的任务” ；二则希望他能安心地做“党
的驯服工具”，
“叫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鼓足干劲
去做，决不说一句违反团结的话、做一点违反团结
的事”
。这些都可以看做是文坛领导对“作协
秘书长”的角色期待。就前者而言，郭小川确实表
现出很强的“斗争”勇气，比如对丁、陈的斗争，
他一开始的态度是坚决的，但当党内发生分歧之后
就变得犹豫起来，对丁陈的结论采取“折中主义”
的态度，更为严重的是，他“不仅把陈企霞的反党
罪行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而且在末尾还要
求组织上向他们道歉”
。同时，他在反右斗争
时，政治上表现“软弱”，“有不敢得罪人”的倾
向，甚至有传闻说，“文艺界党员中只有四个人跟
党外没有墙，其中一个就是郭小川”。这些表现与
周扬、刘白羽对他的期待相去甚远。这不但使周、
刘大感失望，而且埋下了怨恨的种子。就后者而
言，郭小川是相当“不安分”的，他觉得作协不仅
“事情繁杂”、难以应付，同时还“容易犯错误”，
“常常想做个比较单纯的工作，能够腾出手来，研
究一些问题” 。更严重的是，他在情绪激动中
写信给刘白羽，表示自己在作协“身心都快要崩

格魅力”。郭小川从“诗人”而不是“政治家”的角
度来选择这一敏感且歧义丛生的题材，因为在他看
来诗歌必须有新颖独特的东西，才能“引起人长久
的深思”。虽然他对“这样的题材也没有把握” ，
但是他还是被王金的形象深深吸引，于是在反右斗
争结束后对初稿进行反复修改，在作品正式面世之
前曾送给臧克家、徐迟、巴人、陈白尘、靳以和周
扬等人“审阅”。藏、徐、巴“赞口不绝”，陈白尘
则“犹豫不决”，靳以则“尖锐批评”，周扬则“没
有看”——不同反应成为郭小川诗歌探索陷入焦虑
的重要诱因。这首诗歌虽未发表，但该诗却在
年 月被当作了“内部批判”的材料印了出来 作
协党组内部开始无休无止的开谈心会、批判会。这
一“事件”的发生，与郭小川的“角色认知”和
“角色期待”之间出现的“错位”有关：一是，郭
小川认为自己从“诗美”角度选择题材并无大错，
而当时文坛权威者则认为他的诗歌缺少“政治”眼
光，问题很大；二是在郭小川心目中 “诗人”身
份高于“文化官员”身份，而在周扬们眼中他的
“文化官员”身份比“诗人”身份更重要。郭小川
这些“错位”已显露了他的“不安分”：不安心做
“党的驯服工具”的“作协秘书长”，不安心做一个
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的“诗人”。这样一来，
《一个和
八个》遭到批判成为时代必然。当党组谈心会上，
有人提起这首诗时，他说：“对我简直是晴天霹
雳！”这可能是由于他没想到这首诗问题会这么严
重，更重要的是，他没想到诗歌没有发表居然也能
可以成别人批判的把柄！？这一批判成为郭小川
身份归位和诗歌理念转变的重要“事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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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反右斗争中，他不得不对自我的“角色行为”进

可以看出他对那段精神“焦虑史”的恐惧与逃避。

行反复的思想检查。（如《在作协总支党员大会上
的检查》、
《我的思想检查》、
《再检查》和《第二次

他希望尽快消除内心的紧张、焦虑和惶恐，回归愉
悦与平静。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独特的现象：在

补充检查》等等）。三番五次的检查使郭小川在艺

“身份确立”和“身份矛盾”的焦虑中，郭小川把

术创作上越来越不自信，他对自我原有的诗歌理念
也渐渐产生了怀疑，甚至出现了精神危机。他不断

这种“焦虑”的情思投射到诗歌所营构故事或意境
中（如《深深的山谷》、
《一个与八个》、
《白雪的赞

地责备和贬低自己，认为自己作风“散漫”，思想
动机“险恶”，“自我扩张”严重，丧失革命“立

歌》、《望星空》等），使生命个体存在意义与历史
现实之间形成内在的紧张，并且让诗歌在多重声音

场”，“向党伸手”，斗争“态度妥协”，“理论水平

的交织中充满诗意的张力；而当他的内心远离焦

低，逻辑能力差”，内心空虚，情绪低落等等。同
时，他也为自己定了具体的奋斗目标：一、“努力

虑，走向愉悦时，他的诗歌则变得单纯且明朗，激
情有余而回味不足。比如诗集《甘蔗林——青纱

学习、辨别风向”；二、“好好安排工作和创作”，

帐》、
《昆仑行》等诗歌，开始主要以“颂歌”形式

创作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三、
“努力学习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著作”；四、
“戒骄戒躁、谦虚
。
谨慎”；五、
“安心，不管做什么，要安心”
从这里可以看到，无论是在诗歌理念上还是在个体
思想精神方面，郭小川都出现了新的变化，他说：
“我两个月来的检查即使还不能说深刻地认识错
误，也已经至少发觉了自己的严重错误，心中充满
了向党赎罪的愿望，无论叫我做什么工作，都将积
极以赴，这是不成问题的。
”
郭小川身份冲突引发的精神危机，使他离开作
协的愿望变得相当迫切。在他看来，辞去作协的职
年 月，
务也许是消除内心焦虑的出路之一。
他接连两次致信党组，强烈要求调离作协，向刘白
羽、邵荃麟表示他“梦想着离开作协到下面工作”，
“合法地（而不是提心吊胆地）写点东西”
。
经过多次努力，他终于有机会到上海、福州、厦
门、广州等地了解作家创作和生活情况。
年
月 日，他在致杜惠的信中说：“下午，与周扬
同志谈了话，谈得相当愉快。他最后同意我下去一
年——这也是一件好事。但为了这事，我几乎一夜
没睡觉。
”
从中可以看到当他获准创作假一年时
内心是何等地激动与兴奋。这次“诗人”身份的外出
考察，让他感到一种身心的解放。这期间除了接客访
友之外，他常常陶醉于当地的名胜古迹、民俗文化
和优美的自然风光之中，心情 “兴奋得很，愉快得
很”。
年他调任《人民日报》特约记者，“曾决
心不搞文艺创作，不进作协的门，不与周扬、刘白
羽、张光年等发生任何往来，甚至决心不写文艺作
品”，只写“通讯，把写通讯当成终生的事业”
。
事实上，他也正是这样在努力实践着。这里，郭小
川想放弃“诗人”身份，只当一个通讯报道员，足

歌颂创业时代的建设者和保卫者，表现战胜困难的
信心和勇气，此时的郭小川已逐渐转变为主流意识
形态需要的“歌者”和“鼓手”。

二、道德焦虑
郭小川度拥有的精神愉悦时光是相当短暂的。
年
月，他开始在人民日报社受到群众的批
年“被作协群众组织揪回作协批斗”，并
争。
写检查材料。
年被隔离审查三个月之后又不
断写思想检查材料。
年几乎整年在写检查、思
想汇报和接受批斗。在此期间，郭小川又陷入了新
一轮的焦虑——道德焦虑之中。在“十七年”和
“文革”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文学呈现泛政治
化倾向，也就是政治权力毫无限制地全面入侵并控
制文学的各个领域，使文学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释义的政治符码。有趣的是，对创作主体的“政治
化”规训常常通过政治的道德化来实现，即主流意
识形态将政治立场和理念的正确与错误指认为道
德行为的高尚与低下，从而使创作主体产生一种道
德焦虑，进而检视自我既往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实
践，从道德层面进行深刻忏悔。
这里不妨以郭小川
年《在中国作家协会
检查、受批判、再检查》为例给予说明。在这篇检
查中，他把自己过去的思想行为置于革命者“道
德”的显微镜下，加以对照并放大，于是出现了种
种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一是“不忠诚”。
在中国的现代革命伦理中，对“革命忠诚”是一种
极为崇高的道德精神。在“文革”期间，“革命”
的忠诚已演化为对“领袖”及其思想的忠诚或崇
拜。郭小川说：“我自己有千条罪行、百条错误，
最根本的是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怀疑甚至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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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这是我的问题的关键中的

这种自虐式的道德焦虑中度过的。在这种情势下，

关键、核心中的核心、大节中的大节、要害中的要
害” ；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从来也没有达

他也只能通过书写歌颂领袖和解放军的诗歌及歌
词 来缓释心中的“罪恶感”和焦虑感，并藉此表

到‘三忠于’
、
‘四无限’的地步”；
“人民群众从心

明自我对领袖和新政权的无限认同及其自我转变

里唱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声音，而我却想不到祝
毛主席万寿无疆，想到写到：
‘星空，只有你称得
起万寿无疆’
，这不是态度问题吗？” 。他试图
通过话语修辞把“问题”放大藉此进行道德自责。

的彻底性。诗歌不再是诗人主体精神、复杂内心的
感性显现，而是展示自己革命的忠诚与纯粹的另一

二是“私欲膨胀”。就现代的革命伦理而言，集体
和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个人的利益是微不足道
的，至于个人欲望那更为革命者所不齿。郭小川认
为“私欲”的根源是，由于“家庭生活困难” ，只
好通过“个人奋斗”，“向上爬”，同时在学校培养
了“姿势特殊”、
“出人头地”的思想。他甚至夸张
地说：“我到旧作协，是怀着强烈的个人目的，甚
至是个人野心的”。从事创作，是想“当大作家，
名利双收”，不愿当作协秘书长，是认为“要当秘
这种
书长，还不如到省委去当个秘书长呢？”
力求通过夸大乃至歪曲自我欲望的动机，目的以准
自虐的方式给道德焦虑减负，获得精神解脱。三是
“动机险恶”。理想革命者应当是光明磊落、胸怀坦
荡。在这一理想的道德比照下，他感到自己思想阴
暗、动机险恶。此类“罪行”包括“围攻鲁迅”，
试图创办“同仁刊物”，写了一个特大的毒草作品
——《一个与八个》。四是“趣味低级”。毛泽东曾
号召人们做一个“有道德”、“脱离低级趣味”的
人。“低级趣味”无疑是革命者身上的道德污点。
郭小川居然在自己的身上也发现了这种“污点”。
他认为《白雪的赞歌》中，表现出“浓厚的对战争
的感伤主义的态度，可以说是一部反战作品，美化
一个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谈情说爱，低级趣
味”
。为了解决灵魂深处的“道德问题”从而
“第二次获得政治生命”
，
年起，他开始
背诵“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并因不能完整
背诵而焦虑不安。知识分子在“检查”和“背诵”
双重夹击中“革面洗心”、“重新做人”，有效地实
现了新旧思想的“置换”与“植入”过程。
很显然，意识形态的泛政治化与泛道德化倾
向，使与文学相互关涉的各个方面都染上道德的色
彩，由此培养了一批自觉产生道德焦虑、学会自我
监督和自我反省的主体，使他们不断追求崇高革命
道德情操 同时也自觉自愿俯仰于意识形态之召
唤。可以说，在
年间，郭小川几乎都在

种深情表白。

三、存在焦虑
人的存在的焦虑，不仅表现为人在物质世界中
求生存的困境与挣扎，还体现为人在精神世界里追
问生存意义的紧张与恐慌。前者关乎“如何生存”
的问题，后者则关系到“为何生存”的问题。对于
一个处在动荡、残酷和异化的生存语境中的生命个
体来说，这些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也相当棘手。为
了探索和解决这些挥之不去的问题，人们常常陷入
一种焦虑的情绪场中，轻则苦不堪言，重则悲观绝
望。当然，对知识分子而言，这种焦虑也强化了他
们摆脱外在环境与精神桎梏的渴念，以及以艺术为
“武器”找回自我、重新定位自我的热望。
年，郭小川带着兴奋和期待的心情赴湖
北咸宁五七干校。可是，在这里“气候条件之差，
劳动强度之大，军宣队管教之严，思想整肃之深，
都使干校的人们不堪精神重负”
，郭小川概莫
能外。他必须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简陋生活条
件。这里“地势卑湿，沼泽密布，水恶山穷，气候
恶劣” ，住的是“简易的土房”，吃的是“发霉
的粗米”，虽然郭小川“能吃苦”，以自己的体力挑
战生存的艰辛，但是他还抱怨说：
“这里的气候，对
我实在是极不适应的”，而且一个月内犯病八次，
“一
犯病，就喘息不止，其势凶猛”。他感慨道：“我已
五十五岁，再有三年五载，我这个人就报废了” ，
这种慨叹既有身体之“痛”，更有时间之“伤”，个
中滋味难以言尽。这样的生存条件，加上干校高强
度的劳动，使他觉得这里的生活“比战争时代还要
艰辛”。为此，他“曾上书干校领导”，认为“生产
任务太重”，干校应“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结果
“干校的 政委一见到郭小川就要批评，把他当成
典型”。然而，有些事实却是不能不正视的：
年，侯金镜在“
‘双抢’时累死，相当多的同志得
了肝病、肺病、胃病、肾病”
。这些都让他
深切体会到了生存的艰难与抗争的无力。
年
月，当他转移到天津团泊洼文化部静海干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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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的意义

“身体虚弱，走一段路就得在路边歇一会儿” 。而

在表明知识分子身上的“野性”已被驯服，这无疑

此时他又成为“中央专案组”“专案审查”的对象，
在那里他的行为受到极大的约束，甚至他提出回京

是单调死寂的“团泊洼”。
“这里没有第三次世界大
战，但人人都在枪炮齐发”；
“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

治牙的要求都遭到拒绝。面对审查问题长时间悬而

火阵，但日夜都在攻打厮杀”，这又是充满斗争、

未决，他身上有“异常的压力和无奈的感叹”，并
且情绪极度低落，精神“焦灼、烦躁”。在压力面
前，他一面喊出：“我要革命，革命！” 一面却
常常靠抽烟喝酒、吃安眠药来刺激和麻醉自己。而

攻击和暴力的“团泊洼”。知识分子的“自由言说”
空间萎缩了，个性变得模糊不清，而暴力的声音却
如利剑直指心胸，他们的生存意义遭到严肃的拷
问。虽然“沉默”成为时代知识分子的现实选择，

在团泊洼干校的晚期，面对着逐渐离去的人群，郭

但他预感到了“沉默”力量：“团泊洼是静静的，

小川在遥遥无期的等待“结论”中，心里笼罩着一
团不安的迷雾。

但那里时刻都会轰轰爆炸！”
“听听人们的胸口吧，
其中也和闹市一样嘈杂”；
“谁的心灵深处——没有

实际上，郭小川更为关切的是“为何生存”的
问题。在干校，军宣队“非人性化”管教和“专案
组”非人道的审查，使得人处在一种“异化”环境
中如履薄冰，甚至尊严也时常被践踏。在这一特殊
的语境中，为了守护生命的尊严，他常常在政治与
现实的缝隙之间进行艰难言说，并试图通过诗歌重
建生存意义。
无疑，在言论管制极为森严的年代，知识分子
的“另类”言说带有极大的风险，有时他们在“说”
与“不说”间不得不作出痛苦的选择。比如，当时
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的过程中，
“专案组”经
常采用刑讯逼供的方式进行审讯，当这一局面愈演
愈烈时，郭小川“决定向干校最高一级的军宣队写
信，对军宣队的工作提出全面的批评和建议” 。但
是，他的这番举动非但没有起到正面的效果，反而
使“自己处于更大的困境之中”，挨训、写检讨似
乎是唯一的“收获”！他曾抱怨：“我在家养病什
么事也没有，工作就不知道出什么事，落个什么下
场”，并且“尽量做到‘祸’不从口出”，但他在致
王榕树的信中又说：“我多年来都有矛盾，有时就
不想写诗了，有时连文学也不想搞了。但是这都不
过是想想、说说而已；至今不能忘怀的原因，实在
是因为它们是一种战斗的武器，为‘革命’难免要
发言，所以诗之类都是‘发言集’
。
” 这里的“革
命”既可看作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也可看成是
内心的革命。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一诗正是他
向“非人现实”的“发言集”。他把个体的生存境
遇置于“团泊洼”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蝉声
消退了，多嘴的麻雀已不在房顶上吱喳；蛙声停息
了，野性的独流减河也不再喧哗”。这里，蝉、麻
雀、蛙的嘈杂声音都消失了，也就意味着时代“多
重声音”已消退，
“野性的河流”不再“喧哗”，意

奔腾咆哮的千军万马！”——这是一个当代知识分
子为挣脱精神桎梏和重塑自我发出的呼喊，也是对
人的生存意义的泣血叩问！他深信“战士的歌声，
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战士的明眼，可
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
“且把这矛盾重重
的诗篇埋在坝下，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
明春准会生根发芽”。这不仅是他历经精神磨难后
“重振士气”的宣言，更是对诗歌“介入”现实和
重建生存意义的精神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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