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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诗”的情感内涵及其文化心理新论
丛 鑫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

摘 要
把“文革”作为主要写作资源的“朦胧诗”，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出了对历史记忆的
书写。“寻找”成为“朦胧诗”主要的情感内涵和文化姿态，在寻找中表达他们对历史的理解
和重建的努力，在寻找中确立了这一群体的独特个性；而在其中体现出 “朦胧诗”对历史与
自我的自觉的反思意识，在深层文化心理上则表现为生命意识与历史意识的统一。
关键词

朦胧诗；情感内涵；文化心理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当昨天作为历史进入我们的视野，其多面性、
多义性特征就尤为明显，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
不同的层面等来打量乃至书写历史。作为“公共痛
苦”的“文革”亦然：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使“文
革”作为诗歌书写的文化资源的合法性得以保证，
另一方面，不同群体的诗人对“文革”的书写都不
甚相同，甚至迥然有异。与“归来者”诗人们以
“受害者”的身份控诉自己在“文革”中受到的伤
害，从而有审他的意识倾向不同，“朦胧”诗人则
在反思社会历史时，进一步深入个体内心，作为历
史的见证人或参与者的身份在反思历史的同时也
反思自我，从而自审意识比较浓烈。

一
“朦胧诗” 的主要写作资源显然与 “文革”有
重要的关联，在“朦胧诗”中，展示给我们的不是
以受害者的身份控诉历史，而更多的是以历史参与
者的身份寻找失落的人生。他们的寻找是真诚的，
正如他们曾经的狂热是真诚的；他们寻找时的心情
是真切的，正如狂热后的迷惑的体验是真切的。寻
找，是笼罩“朦胧诗”独特的主题，是连接“朦胧
诗”的共同情结，也是我们理解朦胧诗的一个支
点。当我们走进“朦胧诗”人建构的艺术世界，研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读他们的作品时，会发现“寻找”或与之相关的词
语俯拾皆是，词语后面弥漫着的“寻找”情绪更令
人吃惊，
“北岛在哲理中寻找，舒婷在情感中寻找，
顾城在幻想中寻找，江河、杨炼在历史中寻找。
”
他们寻找的领域、方式、侧重点或许不同，但他们
寻找的意向都是相同的。
北岛的一首《是的，昨天》涵盖了“朦胧诗”
人对昨天的寻找。对昨天的无法释怀，无论是“用
浆果涂抹着晚霞， 也涂抹着自己的羞惭。 你点点
头，嫣然一笑： 是的，昨天 ”式的温馨回忆，
还是“在黑暗中划亮火柴，举在我们的心之间。
你咬着苍白的嘴唇： 是的，昨天 ”式的不那么
愉快的回忆，“你”总是无法忘记，因为无法背叛
自己最初的誓言，对与错，都要勇于承担自己的责
”
任。“我们没有失去记忆 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
（北岛：《走吧》
）年轻的诗人们确是用他们的诗歌
来实现对昨天的“寻找”。
诗人们虽然意识到了“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在
公开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们在古老的壁
画上 沉默的永生 默默地死去”这样一种沉闷到令
人窒息的生存环境，这延续了几千年依然如是的东
方的沉默，以至于“呵，我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再
歌唱 难道连黄河纤夫的绳索 也象绷断的琴弦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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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发出声响

”但诗人依然在执着地寻找：
“我寻

年

呼唤：“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找着你 在一次次梦中”，“我寻找春天和苹果树”、
“我寻找海岸的潮流”、
“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 你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蓝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
的第一声呼唤。
”（北岛《结局或开始》
）他们大胆

和我被遗忘的姓名”，
（北岛：
《结局或开始》
）存活
在记忆中的一切都要去寻找，这是一种人生态度，
这种近乎偏执的寻找，充分地在北岛的《走吧》这

地倾诉着内心深处极其复杂的情感世界：“我真想
摔开门，向你奔去 在你宽阔的肩膀上失声痛苦‘我
忍不住，我真忍不住’
我真想，真想
。
”强

首诗中。诗的前三节含蓄地暗示出寻找者的现实生
存环境，“落叶吹进深谷”大概是经受不住动乱的

烈的渴望真情，直率地流露真性，舒婷的《雨别》
无疑是“朦胧诗”对美好情感寻找的代表之作。诗

冲击而沉沦下去的人，他们像无声地沉落谷底的落

歌是情感的产物，诗人被认为是具有最丰富情感的

叶，没留下一点生存的迹痕；不甘沉沦者的“歌
声”则没有归宿。通过向下的“落叶”与向上的

人。“朦胧诗”对情感世界的呼唤表达了他们的真
诚，也感动了许多人，使“朦胧诗”具有浓郁的人

“歌声”这组对立的意象写出了这一代不甘沉论者

道主义色彩。

寻找时令人迷惘的环境。但诗人依然说“走吧”，
哪怕是在“冰上的月光， 已从河床上溢出”这样

“朦胧诗”人通过“寻找”，既找回了昨天的美
好，也找到了昨天的荒谬，既找到了自己遭受的苦

阴冷的自然和时代氛围中。“眼睛望着同一块天
空， 心敲击着暮色的鼓”点出了寻找共同的目标
和愿望无论是多么地沉重，哪怕是一种悲伤式的寻
找，诗人还是用“走吧”这样一句举重若轻的语言
来表达寻找的坚定信念，即使是在充满诱惑的“飘
满红罂粟”的路上，我们也不会失去记忆，依然要
去寻找代表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生命的湖”。
童话诗人顾城用梦幻般的语言带领《我们去寻
找一盏灯》，北岛虽然决绝般的宣告：“告诉你吧，
世界 我——不——相——信！”他还是有所期望：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已缀满没有遮拦的天
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的眼
睛。
”他要用传统文化的象征——象形文字沟通历
史，从而确立起自己的人生路标。李钢以《舞会》
象征昨天生活的虚幻，以“明天我要到山上寻找我
的绿色的骨骼”作为其舞会后生活的选择。这些诗
歌中寄托了年轻一代诗人们的理想、愿望、追求和
憧憬，体现了新一代的价值标准，他们在对昨天的
寻找中确立其未来人生。
对人与人之间美好情感的寻找是“朦胧诗”寻
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北岛的《触电》是一首充
分变形、抽象、颇具象征意味的小诗，诗人通过
“握手” 这一象征性的日常接触动作的反常结果
——“惨叫”、
“烫伤”和“烙印”来表达自己对人
与人之间情感隔膜的感受，揭示人与人之间美好情
感的失落。经过动乱，人与人之间不信任、心与心
之间的隔阂大大加剧，“朦胧诗”人真切地体会到
这种刺骨的伤痛，并渴望找出那个真诚美好的世
界，他们以心灵谱写的诗篇对人间真情发出真诚的

难，也找到自己制造的伤口，从而既有可能深入地
反思社会、历史，也有可能反思自我。而不像“归
来者”大多一味控诉，就有可能把个体的痛苦放大
为民族的苦难；相应地，个体也有可能成为民族苦
难的承受者。对这种失真苦难的咀嚼只能唤起仇恨
或怨恨，而不可能真正地认识曾经的苦难，因为作
为历史的主体只是苦难的承受者，找不到苦难的制
造者、参与者。

二
“朦胧诗”人的寻找与反思也与他们的“文革”
记忆有密切的关联。在十年动乱中，不少朦胧诗人
都曾进入过那场狂热的运动中，在倍受愚弄之后，
他们开始觉醒，寻找过去的美好与丑恶，继而正视
那段荒唐而真实的历史。顾城清醒地意识到“昨天
黑色的蛇 盘在角落 它活着，那样冷 死了 更不会
热 它曾在多少人心上 缓缓爬过 留下青苔 除去了
血色”（顾城《昨天象黑色的蛇》
）。诗人没有因昨
天成为历史就一味地控诉它的罪恶，也没有轻易地
忘记不是那么美好的心灵和生活，而是觉得它象
“黑色的蛇”一样盘居在心灵深处，死了或活着都
对诗人的今天是一个警醒。梁小斌的《中国，我的
钥匙丢了》的开篇就用一个“丢”字来陈述钥匙不
在的事实，但是“丢”掉的而非被盗或被掠夺之类
的责任在于施动者的行为结果，也就是钥匙的丢失
并非是纯粹外在的异己力量作用的结果。诗的第二
节就讲述钥匙是如何丢失的，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着
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我跑到郊外的荒野上欢叫
”
“十多年前”无法不令读者联想那场浩劫，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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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大街”、
“疯狂地奔跑”、
“荒野上欢叫”则进一

梦的爱 在思考另一个世界”，而《枫叶》则因现实

步暗示出“我”的参与是钥匙丢失的主要原因，这
是没有太多的愤怒、怨恨，更多的是一种失落、自
责，是我自己的“疯狂”不小心丢失了钥匙，从而

中一片普通的枫叶触及了复杂的心灵以及诗人对
此的反映：“我可以承认这片枫叶 否认它，如拒绝
一种亲密 但从此以后 每逢风起，我总要感动 你枝

在今天我无法实现一些美好的愿望：回家、读书、
约会等，我要为此而努力地去找回丢失的“钥匙”。

头上独立无依的颤粟”。无法忘记昨天，更不能欺
骗自己的感情，反思之深刻可见一般。舒婷的《墙》、

《我曾向蓝色的天空开枪》也同样是对曾经的“狂
暴的激情”的忏悔，“我”因为狂热的政治激情，
参加那场劫难而成为中国创伤的制造者之一，诗人

《还乡》等诗，北岛的《红帆船》、《走向冬天》等
诗也都具有程度不同地反思或忏悔意识。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恶意识，有

一劫难主动承担历史责任，从内心深处反思“我”

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
悲剧意识却被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
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恶文化的土壤
冲淡

就是那个“开枪者”。
北岛的《同谋》是一首典型的反思自我之作。

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
悔意识’的黑玫瑰在开放。
”
“在人类真正的良心法

诗人在沉痛地表现动乱苦难之后，冷静而又严酷地
写道：
“我们不是无辜的， 早已和镜子里的历史成
为 同谋，等待那一天 在火山岩浆里沉淀下来，化

庭面前，区别一个真诚作家与一个冒牌作家的标尺
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是否有起码的忏悔意识。
”
这段话固然有诸多可商榷之处，但就其针对特定时
期的特定历史事件来说，它又有其合理性，十年动
乱这一巨大的民族灾难，决非某个人、某个集团、
某个决策的失误造成的，它有深刻复杂的社会原
因、历史起因、文化原因。控诉、指责、批判是每
个人——更毋须说知识分子都能够做到，这近乎受
伤引起哀痛反映的本能。这种批判，是对历史的批
判，是对时代社会的追究而放过了真正的“凶手”
——作为个体存在的特定时代下的历史主体，是一
种典型的审他意识。自觉地把这场动乱与自己联系
起来，并检讨自己在这场动乱中的角色，行为及其
对动乱的消积作用，进而审视自己并非纯洁无暇的
灵魂。把作为历史主体的个体置放在宏大的历史背
景下、以一种“自审”的心理进行反思，是“朦胧
诗”人那个时代下独特的人格力量的显现。

不是作为旁观者冷眼打量劫后余生的中国，更没有
以受害者的身份一味批判，而以当事者的身份对这

作一股清泉 重见黑暗。
”诗人真诚地忏悔，主动地
承担历史责任，承担苦难和罪责，而这种自觉承担
却不是“马蹄踏倒鲜花， 鲜花， 依旧抱住马蹄狂
吻”（梁南《我不怨恨》
）式的盲目献身，而是建立
在清醒的历史批判意识之上的反思，显示了一个优
秀诗人所具有的精神气质。诗人又不是仅仅对个体
行为的过错的忏悔，而是替整整一代人反思历史，
如果我们看不到或不愿、不敢承认自己曾经是灾难
的“同谋”，而固执地认为自己只是无辜的受害者，
是清白无过的历史的牺牲，那“重见黑暗”的悲剧
就并非在危言耸听。这场动乱固然已成为历史，但
它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因子积淀在民族的“集体
无意识”之中，与每一个人原有的心理劣质混杂
在一起而成为新的动乱的心理结构因子。如果不
正视这种劣质的文化因子，不能审视这种积淀下
来的隐蔽的“罪恶”意识，虽然产生动乱的社会环
境已变迁，但缺乏自审的心理意识将成为整个民族
文化进步的障碍，甚至会导致新的灾难。真诚的诗
人往往能够在剖析自己的灵魂时发现整个民族的
心理折光。
此外，梁小斌《雪白的墙》，把“爸爸不在了，
永远地不在了。
”与“雪白的墙上的粗暴”联系起
来，并以孩子的口吻向妈妈保证“永远不会在墙上
乱画”，自然地流露出对过去行为的反思，顾城则
以“年轻的树”这一意象表达自己的反思意识：
“在
灰色的夜空前 贮立着一棵年轻的树 它拒绝了幻

三
顾工在《两代人》中把他与顾城之间诗歌美学
的分歧归结为“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固然有失公
允，但我们却能透过这一论断正视两代人之间的诗
歌主张的冲突。 但其阅历、诗歌主张、美学追求
还是与“归来者”有一致之处，至少在当时是属于
同一“阵营”。他与顾城在该文中的对话也可证明
这一点。当顾工责难顾城把“江边高垒的巨石”想
象成头颅而非“天鹅蛋”时，责难顾城书写的世界
是虚幻的而非真实的时，就显示出了顾工们对苦难
过去的遗忘——从苦难中过来的他们依然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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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得尽可能的完美，这种遗忘是建立在他们对真

设想也确是激动人心，但失去了“今天”的“明

实的追求之上的。而真实却又是一个由当下政治、
政策保证的一个临时性概念，只是拨乱反正下的真

天”，仅仅依靠控诉昨天的罪恶而设想的光明未来
也很容易给人以回避现实的味道。

实。他们拒绝从个体生命体验的层次上回忆过去，
依据政策
而习惯于“以党的政策为写作指导，
展开艺术思维以构造现实。
”
从而“党的意识

“朦胧诗”对“今天”给予更多的关注，其前
身的同仁刊物《今天》本身就足以表明了他们对今
天看重的事实。北岛在《今天》发刊号的《致读

形态与政策就外化成了‘本质的真实’
”。
而顾
城的回答就显示出了他们这一代人的新异：他们对

者》中写道：
“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
不再仅仅用一种放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

“自我”的强调，对“我”的意志的重视都表明他

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环视周围的地平线

们不再想把“我”写成“铺路的石子”、
‘齿轮’
、
‘螺丝钉’
”。
他们要在诗歌中注入个体的生命

了。
”“四五运动”“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

体验，书写现实基于“自我”意志，虽未完全放弃

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
”这段话至少包含两层

使命意识，但他们的对个体生命体验的重视，使其
诗歌中的使命意识与生命意识基本上达到某种和

意思：新时代下的诗人已从历史的束缚中解脱出
来，他们有可能也有能力注视今天发生的、存在的

谐状态。
“归来者”的歌大多取材于曾经发生过或正在
发生着的重大历史、社会问题，他更愿意在“说真
话、抒真情”的前提下代表民众（或许是主流意识
形态话语）发表对某一问题的理解、评判。这种处
于宏大历史叙事下的抒情使他们迷恋于与民众的
大多数或政策保持一致，从而使他们的诗歌所获得
的成功是以牺牲其本质特征——艺术的和思想的
——为代价的。因为他们大多注重于对昨天的控诉
和对美好明天的迷醉，一旦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恢
复正常，能够从理智上来认识这种宏大叙事下的抒
情，其虚幻也就昭然若示。“明天不会再现昨天的
模样， 但正是昨天赋予你一种力量， 对于明天永
远能够盼望： 将会有红日升起在东方，而且霞光
万丈灿烂辉煌。
”（公木：《未来学》
）“红日”、“东
方”、
“霞光万丈”这些带有特定时代色彩语词必然
带给我们浓重的政治情绪，而对“明天”的辉煌的

一切，而这种注视是通过个体的眼睛来观察和评判
的。对今天的重视表明“朦胧诗”人不愿逃避现
实，而要积极参与；并且他们也不再愿寄生在宏大
历史中抒情，而要通过自我的生命体验来抒情，从
而具备了优秀诗歌所具有的“生命意识与使命意识
品格，诗歌“从体验世界蜕化为叙述
的和谐”
世界”的“缺少诗的素质”
的品格与归来者的
歌大多“只有使命意识而没有生命意识”形成对
比，并实现了对后者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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