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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１９３７》 对历史与战争的诠释
陈浩然１，２

（１．首都师范大学 大学英语教研部，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２．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摘 要］ 传统看来，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 西班牙，１９３７》 是英国左翼诗人奥登用来对抗
西班牙法西斯势力的战时宣传作品。 因奥登未在前线参战，评论界不仅质疑奥登身份，还对本
诗的真实性提出疑问。 然而作为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诗歌，它主要追溯了“ 昨天” 以西班牙为中
心的整个世界在斗争中不断进步的历史，同时探讨了“ 今天” 历史的建构问题，并准确地预言了
战争胜利后完美的“ 明天” 。 通过细读长诗，可以深入挖掘文字间的具体指涉，了解奥登从政治
性到公共性的转变，并反思诗歌以及诗人在战争年代的作用。
［关键词］ 奥登；西班牙内战；历史；公共诗人
［中图分类号］ Ｉ５６１．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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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奥登的身份问题
２０１６ 年是西班牙内战爆发 ８０ 周年。 １９３６ 年

弗朗西斯科·朗哥（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Ｆｒａｎｃｏ） 公然挑起内
战，反对人民选举产生的阵线联合政府。 这段时
间他的法西斯政权对左派阵线疯狂杀戮，紧要关
头来自 ５４ 个国家的志愿者组成的“ 国际纵队” 向
联合政府伸出援手， 当时的英国诗人 Ｗ． Ｈ． 奥登
（ Ｗｙｓｔａｎ Ｈｕｇｈ Ａｕｄｅｎ， １９０７—１９７３） 就在其列。 为

了反思这场战争， 他在 １９３７ 年创作了 《 西班牙，

１９３７》 。
①

《 西班牙》 共分为 ２６ 个四行体 诗 节， 每 节 第

一、二、四诗行在六音部和七音部抑扬格之间毫无

传统上看，国外学者倾向将奥登看作是从未

参战士兵，或者片面地将奥登视为 “ 左翼诗人” 。
评论家乔治·奥威尔（ Ｇｅｏｒｇｅ Ｏｗｅｌｌ） 称奥登根本

没有前线经验：“如果奥登在枪战的某个阵地，他的
想法才是可信的。” ［２］４４ 雷纳·艾米格（Ｒａｉｎｅｒ Ｅｍｉｇ）

对奥登诗歌内容提出质疑：“ 诗中备受争议的‘ 必
要的谋杀’ 只能来自于从未杀人的人之口， 简言
之，来自诗人之口，而非战士之口。” ［３］２７５ 为此，奥登
本人也做出妥协， 将这个词语修订为 “ 谋杀的事
实” ，以至于在再版诗集中彻底删除了《 西班牙》 整
首诗。

战壕经 历 显 然 不 是 判 断 诗 歌 价 值 的 唯 一 标
准，也有学者肯定了奥登的贡献。 谢默斯·希尼

规律的转换，第三个诗行却基本遵循四音部抑扬

（Ｓｅａｍｕｓ Ｈｅａｎｅｙ） 拉近奥登与一战诗人威尔弗雷

Ｈｏｐｋｉｎｓ） 的 “ 突 兀 节 奏” （ ｓｐｒｕｎｇ ｒｈｙｍｅ ） 极 为 相

杀人或者被杀的入伍训练。 他凭借爱国勇气去忍

格形式，查良铮称其韵律与约翰·霍普金斯（ Ｊｏｈｎ
似。

［１］１８３

奥登从辉煌的文明史讲起（ １⁃６ 诗节） ，过

渡到陈述本人参与的战争（７⁃１９ 诗节） ，继而展示

明天精准的预言（ ２０⁃２３ 诗节） ，最后以评论收尾，
可谓是结构工整。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３⁃２３
［作者简介］

德·欧文（ Ｗｉｌｆｒｅｄ Ｏｗｅｎ） 的关系，称“ 欧文参加了
受着那紧绷的心弦。 奥登对所有这些深信不疑，
这也就将欧文看作是奥登真正的先驱者” ［４］１１３ 。 英
国学者理查德·霍加特（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ｏｇｇａｒｔ） 果断否
认了奥登“ 左翼诗人” 的称谓：“ 奥登一直以来都是

陈浩然（１９８２—） ，男，河北秦皇岛人，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５８

燕山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 年

错误地被人们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 ［５］１８ 因此，仅

对殖民地的控制。 随后在天主教的宣扬下，这种

仅将奥登看作左翼诗人，并将《 西班牙》 看作是未

度量衡逐步成为标准并沿用至今。 虽然秦始皇于

拉过枪栓的诗作而忽略其价值显然是不科学的。
其实《 西班牙》 这首诗并非是简单地罗列历史

公元前 ２２１ 年统一全国后颁布了统一度量衡的诏
令，但现代中国通用的计量方法则来自于国际公

大事件，而是对西班牙相关的世界历史事件的集

制，与秦朝的计量方法迥然不同。 清朝乾隆皇帝

萃，是对历史与战争百科书式的思考。 目前评论

接受西方科学技术，在钦定《 数理精蕴》 中实现了

界对这首诗的挖掘仍然不足，并没有详细列举诗

与国际公制的接轨。

中的具体事件。 事实上，作为历史的总结者、现实

此外，读者也可以领会到一种中西融会贯通

的激励者以及未来的预言家，奥登对当时的欧洲

的境界：算盘和环形石柱散布四方。 算盘是中国

极为关切，正如希尼所说：“ 写诸如《 西班牙》 这类

传统中计数的工具，而环石指代欧洲各个国家分

的诗歌时，奥登收敛了古怪脾气，对人类大家庭的

布的环石阵。 经与中国通商之后，代表东方数理

责任心变的极为强烈。”

［６］２１８

因此细读这首诗，并挖

掘其文化指涉，继而探索奥登真实身份显得尤为
重要。

二、 追溯隐藏的历史：斗争中的进步
艾米格将战争分类并指出： “ 有一种战争诗歌

是以‘回顾’的姿态将战争看作是一种可有可无、或
悲剧或凯旋的历史事件。”

［３］２６４

西班牙的历史是值得

回忆的，它是整个世界鼎盛时期的缩影。 地处伊比
利亚半岛，西班牙的历史充满了血腥的征战和财富
的积累。 从公元前 ９ 世纪的凯尔特人入侵，到公元

前 ８ 世纪以后的罗马人、西哥特人和摩尔人的统治，
西班牙一直处在抵制外族入侵的争斗中。 公元 ７１１

年以降，阿拉伯人开始了对西班牙长达七百多年的
伊斯兰统治。 在哥伦布 １４９２ 年 １０ 月发现西印度群

的“ 算盘” 与西方神秘的“ 环石阵” 得到了融合。
第三种文化特征中呈现出古希腊测量建筑物

高度的例子：“ 在日照充足的地带会测量投影” 。
对于无法直接丈量的物体，前人也可以利用智慧
得到真实的数据，可见奥登对以西班牙为中心的
悠久文化的认可和褒奖。
奥登在第二诗节歌颂了光辉岁月中西班牙人

民的探索精神。 此处的 “ 纸牌” 并非供娱乐的游
戏，而是指代吉普赛人使用的塔罗牌，与“ 水” 的预
言一同宣告历史上传统地判断吉凶的方式，这种
独有的文化形式虽不科学，但更彰显神秘。 此外，
“车轮” “ 时钟” 以及“ 驯马” 一连串意向都指向人
类对大陆上荒野地区的开辟和探索：车轮拓宽了
人类活动空间，对马的驯服也是对大自然生物的
驾驭。 奥登歌颂的不仅是陆地的拓展，也包括对

岛后，西班牙逐渐成为海上霸主，在欧、美、非、亚大

海洋的探 索： 昨 天 是 航 海 家 们 忙 碌 穿 梭 的 世 界。

陆拓展殖民地。 可以说西班牙的资本积累以及社

这里的航海家不仅包括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美洲

会发展历程反映的是整个西方世界发展轨迹的缩

的航路、证明了大地球形说的克里斯托弗·哥伦

线传播到了中国； ／ 算盘和环形石柱散布四方； ／ 昨

西班牙政府效力探险、率领船队首次环航地球的费迪

影：“昨天的一切已消逝，度量衡术语 ／ 沿着贸易航
天，在日照充足的地带会测量投影。 ／ 昨天，纸牌用
来为保险估价， ／ 水用来谶纬卜卦；昨天发明了 ／ 车
轮和时钟，驯养了马匹。 ／ 昨天是航海家们忙碌穿
梭的世界。”（Ｓｔａｎｚａ １⁃２）

奥登在前两个诗节回忆历史时主要抓住人类

与自然的斗 争。 本 诗 第 一 节 提 到 了 三 种 文 化 特

布（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１４５１—１５０６） ， 也包括为
南德·麦哲伦（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ｄｅ Ｍａｇａｌｌａｎｅｓ，１４８０—１５２１），
更应该包括在那些求知欲极为强烈的无数的水手们，
他们对于探索自然、开拓人类活动范围做出了贡献。
在下一阶段的历史主要围绕人类社会中宗教

以及信仰的斗争。 从公元 ４７６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到文艺复兴的开始，欧洲人民一直笼罩于对宗教

征，不仅代表了西班牙本身具有的传承，也突出了

的蒙昧状态。 试图挣脱愚昧的知识分子通常受到

不同文化间的交融。 本诗首先提到的是度量衡。

宗教的迫害。 然而，１６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到来

作为日常生活中用于计量物体长短、容积、轻重的

掀起了对抗迷信、崇尚科学的浪潮，因此诗中提到

物体的统称，度量衡为商业繁荣奠定了基础。 十
进制的“ 度量衡” 制度是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和伽利
略合作完成，计量的统一有助于统一经济，并加强

“仙女和巨人被罢黜” （ Ｓｔａｎｚａ ３） 。 奥登认为，过去
的斗争正邪两派仅是停留在宗教层面的辩论和杀
戮，诗中的“ 城堡” “ 教堂” “ 对异教徒的审判”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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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学纷争” 都是指代信仰以及宗教的血泪斗争

争却是泯灭人性的战争。 因此， “ 但 今 天 只 有 斗

督教针对伊斯兰教的“ 十字军东征” 以及基督教内

只有斗争，而是在斗争中不断取得了进步：开辟自

部的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角力，还暗指西班牙的

然、统一宗教以及拓展海外空间都是具有进步意

史。 诗人不仅暗示那场在 １０９６ 年至 １０９９ 年间基
宗教洗礼，即在 １６ 世纪欧洲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
运动之前，为了维护天主教的合法性，西班牙卡斯
提尔伊莎贝拉女王在 １４７８ 年授权成立西班牙宗
教裁判所，无数异教徒被火刑处死。

工业革命与殖民活动也是资本的斗争。 在第

五诗节的“ 发电机” “ 涡轮机” 将读者的注意力转
移到 １８ 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即资本主义生产完成
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工业革命时
期，这个“ 机器时代” 迅速地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

争” 中的“ 但” 将两种“ 斗争” 区别开来：昨天并非

义的行为，这其中也穿插着对科学技术、古典文化
的肯定。 我们看到的是具有人文开拓精神和古典
文化传承的奥登，也是站在欧洲宗主国立场看到
殖民活动对整个人类进步起到推动作用的奥登。
历史一路走来，充满着斗争、创新，其中的冲突并
不算是斗争，而是进步车轮上必要的磨合。

三、 构建今天和明天：
“ 他者” 与“ 自我” 的历史

迅速带来了经济繁荣。 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对资

奥登在本诗的第二部 分 诠 释 了 心 中 的 历 史

本的需求也逐步增加，于是殖民主义扩张现象据

观。 历史是“ 他者” 的故事，还是人民自我的建构？

此产生：“ （ 昨天是） 在殖民地的沙漠里铺设了铁
路” （ Ｓｔａｎｚａ ５） 。 殖民者修铁路是为了攫取殖民地
资源。 殖民活动与反殖民活动也是一种斗争。 以
中国为例，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日本等帝国主义国
家竞相在中国修铁路，并利用铁路扩展自身的势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建构。 如果肯定历史是
他者，即帝王将相、英雄以及精英分子创造的，那
么就抹杀了自我在构建历史中的作用。 本诗第 ７

到第 ９ 诗节列举了平民眼中的“ 他者的历史” ，奥
登讽刺了那些主张逃避、消极抗战的诗人、科学家

力范围，强迫殖民地贷款修建铁路，通过抢夺管理

和穷人。 他们牺牲构建历史的机会，被动等待他

权开采权，他们将势力延伸到旧中国的内陆地区，

者创造历史。

给殖民地人民带来极大损失。

这里的诗人是空话连篇的自恋狂。 诗人常常

除了讲述殖民活动，奥登也关照了人类起源

自诩为预言家，奥登并没有否认诗人这个传统角

（Ｓｔａｎｚａ ５） ，此处的“ 人类的起源” 无疑是指生物进

７） 。 这里匿名的“ 诗人” 没有身份，但是从松林、瀑

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 ，震动当时学术界的《 物种起

看，奥登在此诗段重在借用浪漫主义诗人来探索

以及古典文化。 “ 昨天有人类的起源的经典演讲”

化论的奠基人、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 Ｃ．

色：“ 哦，我的幻象。 赐给我水手的好运” （ Ｓｔａｎｚａ

布和山崖的斜塔这些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的场景来

源》 （１８５９） 也是对基督教中所宣扬的人类起源的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诗人的角色问题。 艾米格在评论

这也让读者联想到诸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

为水手们祈祷的诗人，并指出这实际上是“ 诗人在

斗争；谈到古典文明，奥登给予希腊文很高评价，
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对中世纪后期的经院哲学
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影响。 艾米格指出：“ 在或嬉
闹或严肃的文本背后，诗歌中同时插入西方的历
史概念，从年代久远的中世纪、启蒙运动，一直到
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时代。”

［３］２６７

奥登依据历史进

程，的确列举了征服自然、科学发明、破除神话、审
判邪端、工业革命、殖民活动等一系列重大斗争。

这个诗节时用“ 自恋” 来形容这位对着自己幻象
这种乱世中寻求安全出路的方法” ［３］２６８ 。 在西班牙
内战时期， 此 处 的 诗 人 竟 可 以 置 身 事 外， 仍 倚 赖
“ 幻象” 去拯救这个世界，可以说他不仅自恋，还佯
装关注战争，这充分体现出战争年代的奥登对“ 诗
人” 角色的思考。
除了批评诗人，奥登指责科学家和穷人在战
争时期无所作为。 奥登认为以天文学家和生物学

在众多历史片段背后，奥登表现出极为矛盾

家为代表的科学家是潜心专研实验、远离真实生

的心理状态。 奥登反复使用“ 但今天只有斗争” 作

活的人。 虽然科学上他们可以触及浩瀚宇宙、辨

为从“ 昨天” 到“ 今天” 的过渡。 “ 昨天” 中所提及
的人类与自然的斗争、人类社会宗教以及信仰的
斗争以及殖民活动是资本的斗争，而“ 今天” 的斗

明微小细菌，却无法挽救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人类，
因此奥登讽刺道：“ 但生命就如我友？ 我要探究，
我要探究。” （ Ｓｔａｎｚａ ８） 在这个诗节中，奥登提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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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的口吻中也掺杂着巧妙的讽刺：战争年代，尽
职尽责并非一贯是值得肯定的，当生命的存在都
变的不确定时，应该提倡适当的变通。
无独有偶，饱受压迫的穷人也失去了革命斗

志。 这些居住条件极为恶劣的“ 穷人” ，即无产阶
级，本应是对抗法西斯专政的主要力量，然而在战
争面前他们宁肯读晚报得到战报，也不愿投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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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组成“ 国际纵队” ，如“ 海鸥” 和“ 花的种子” 一般
奔赴西班牙。 在描述西班牙地理位置时，奥登特

意指出” 从炎热的非洲切下那干燥的方块土地” ，
表面上指的是西班牙，然而暗示的是西属摩洛哥，
因为 １９３６ 年佛朗哥就是在这里首先发动叛乱才
造成当时内战的混乱局面的。 第 １９ 诗节中出现
的“ 救护车” 和“ 沙袋” 呈现出今天战场上以及战

属于自己的战争，只是持着“ 过一天少一天” 的心

区后方的真实场景，可透露出奥登对战况的了解，

态消极度日。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此时奥登对

似乎可以看出他参与了营救行动，并在救护伤员

这些毫无行动力的人深感不满。 这三组人面对压
迫并没有付诸革命，反而在呼唤历史和时间的干
预：“ 让我们 ／ 看到历史的操作员， ／ 是组织者，让时
间之河焕然一新。” （ ｓｔａｎｚａ ９） 他们眼中至高无上

的过程中培养出友谊，也“ 缔造了人民军队” 。 积
极的“ 志愿者” 和呆滞的“ 西班牙” 的对比赋予“ 国
际纵队” 武力援助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奥登预言中的明天极为逼真，也是为那些志

的历史，是“ 别人” 的法则，也是自己无力干预的强

在结束今天动荡的战士们许诺的未来。 正如艾米

大力量。 因此，痛苦是这个法则自行运转的结果，

格将战争分类时所说：“ 第二类诗歌也可以以‘ 预

这里的穷人所作的就是祈祷时间尽快过去，因为

言’ 的姿态看待战争这个历史事件。” ［３］２６４ 奥登在

对他们来讲，漫长的时间即是历史，且时间是结束
痛苦最好的良药。
从看待诗人、穷人和科学家的态度可见，奥登
对于“ 今天” 的局面极为不满，如拜伦呼吁希腊人
民反抗土耳其侵略、雪莱呼唤西风卷起革命一样，
奥登也在呼唤“ 今天” 斗争的降临。 这种呼吁是对
僵滞的政治格局的一种宣战。 然而，面对奥登的

本诗的第三部分大胆预测战后 “ 乌托邦式” 的世
界。 很少有诗人能够像奥登一样如此准确地预言
未来。 读者此处可能感叹，在 １９３７ 年创作诗歌的
奥登竟可以如此逼真地描绘未来社会：极具现代
化水平的流水线作业（ 包装机的耐损度和运转部

件） 、原子频程以及核武器（ 放射线的所有频程） ，
甚至连目前极为流行的营养学以及心理学的交叉

召唤，历史却提供了最无力的答复：“ 哦，不，我不

研究（ 以节制饮食和短暂休整来拓宽意识） 都精确

是倡议者；今天不是；我不是你想的那样。 对你来

地被奥登预测到。 此外，奥登的未来世界中人们

说我是应声虫。” （ ｓｔａｎｚａ １３） 奥登眼中的历史不属

将沉醉于摄影学、音乐交流甚至饲养宠物，娱乐活

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群体。 遗憾的是，这些

动中也包括参加“ 自行车竞赛” 以及欣赏无比静谧

群众毫无主动性和觉察力。 此处历史的回应是消

的风景。 最重要的是，在国家政治中不再有纷争

极的，它来自于与西班牙百姓联系在一起最平常

和离间，而是依据选举制度决定自己国家的首脑。

的场所，如商店和广场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

毫无疑问，奥登构想的明天是极具有吸引力的蓝

类如“ 酒吧陪客” 一样惰性的生命群体竟代表了

图，在那个年代这种近乎“ 乌托邦式” 的未来必须

“ 西班牙” —“ 是的，我是西班牙” （ ｓｔａｎｚａ １４） 。 因

此，这个诗节中“ 西班牙” 拥有了诗性语言的能力，
在面临威胁时，“ 西班牙” 都是言听计从，没有任何
主动性和决策力。

通过“ 今天” 斗争才可以实现。

四、 转变中的奥登：
从政治性到公共性

抵达西班牙的“ 国际纵队” 与西班牙的平民对

西班牙内战是奥登从反法西斯诗人转向公共

比明显。 因为他们的到来，西班牙实现了从消极

领域诗人的分水岭。 如果说奥登的诗歌具有政治

抗战到积极防御的转变。 本诗的第 １５ 到 １９ 诗节
就是对参战志愿者的国别、规模、到来方式以及战
斗现场的描写。 在此期间来自“ 半岛” “ 平原” 以
及“ 渔岛” 等世界各地近 ４ 万多名志愿者纷纷奔赴
西班牙战场，这里提及的地点既包括英国，也暗示
法国以及以捕鱼为主的北欧国家（ 丹麦、挪威） ，他

性倾向的话，那么人们自然会想到他上文呼吁知识
分子以及无产阶级与国际纵队一起加入反对弗朗
哥的倡议。 西班牙的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
奏，在意识形态上也是一个要么转向共产主义要么
转向法西斯主义的关键时刻。 “１９２６ 年大罢工之
后，英国政治既不右倾也不左倾，而是陷入了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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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自鸣得意的僵局中。 对于很多不列颠人来说，

变，去拯救当时僵死的政治局面。 诗中“ 海绵般的

作家和艺术家都算在内，这（西班牙内战） 是了断不

城市” 原指人数迅速膨胀的城市，这个城市中生活

列颠政治僵局的时候了。”

［３］２６５

除此之外，英法两国

着抛弃城镇 和 农 村 后 在 大 城 市 的 人 们。 不 难 看

的绥靖政策也让整个局势雪上加霜：“他们（志愿者）

出，奥登在乞求改变，他不在意这种改变以何种形

的参战动机其实很简单，不满本国政府的绥靖政策，

式登场，暴力也好、温柔也罢，只要是改变即可。

为了打击法西斯，阻止即将爆发的欧洲大战。”

［７］２３

在

斯蒂芬·斯彭德（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ｐｅｎｄｅｒ） 看来，“ 西班牙
内战为追求自由的个人提供最后一次将民主自由
之名带给西班牙人民的机会。”

［８］２９０

因此，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西班牙犹如磁铁，吸引着国际志愿者，在
某种程度上奥登最初也是受到“ 反法西斯” 精神的
影响，跟随“ 国际纵队” 来到西班牙的。
在“反法西斯”动机背后，奥登参战更多是因为
道德责任的驱使。 这一点霍加特明确指出：“ 奥登
的行为主要是为了寻求精神秩序和道德责任。”

［５］１９

因此我们发现，奥登在《 西班牙》 中经历了脱离政
治性的转变，逐渐成为活跃在“ 公共领域” 、利用诗
歌谋取公共福利的诗人。 忠于时代精神的诗人不
可能危难面前置身事外，他必然也是关注公共生

活的诗人，此处关于 “ 公共领域” 的说法有很多，
其中之一就可以“ 指向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幸
福，更具伦理性”

［９］９９

。

各个族群汇聚了每一声呼喊，召唤着
那塑造个人需求的生命和在夜晚
送达给列兵的命令：
你难道没有发现人去一空的城邦？
“ 创立起如鲨鱼和老虎一般的

军事帝国，成立了好汉英勇的城池？
干涉吧，降临吧，作为鸽子，
或严父，或温和的工程师。 但请降临。”
（ Ｓｔａｎｚａ １０⁃１１）

奥登呼唤着用不同方式解决西班牙内战，这
是在诗歌中脱离政治立场的根据之一。 一名坚定
的左翼力量本应以打击法西斯势力为重任，并建

方针纲领具有政治性特征，然而奥登并不认
同这种对抗敌人的方式。 在紧凑地追溯辉煌进步
的过去、批判丧失行动力的平民和描写英勇无畏
的国际纵队之后，奥登畅想了战争胜利后的明天。
然而，正当读者沉醉于明天时，奥登再次将读者的
注意力投注到西班牙内战：“ 今天，死亡的几率有
预谋地倍增， ／ 在必要的谋杀中清醒接受了罪恶； ／

今天，力量都消耗在了无趣而短命的小册子和令
人生厌的会议里。” （ Ｓｔａｎｚａ ２４） 此处“ 短命的小册
子” 以及“ 令人生厌的会议” 很可能就是志愿军内
流传的共产主义宣传手册和频繁的例行会议。
奥登同样不满国际纵队对自己的军事调遣。

“ （ 奥登） 被当作宣传共和派事业的广播员使用，同
时也为《 新政治家》 撰稿。” ［３］２６５ 因此，奥登并不是
不想获得前线战斗机会，而是作为重要的知识分
子，组织从未安排他在前线战斗；面对这种看似合

理的军事调遣，奥登并不感到称心如意。 事实上，
奥登参战的决心未改，斯图亚特·克里斯蒂（ Ｓｔｕａｒｔ

Ｃｈｒｉｓｔｉｅ）称：“在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斗中，奥登
当过救护车司机以及战地记者，但都未让他有所成
就。 这位诗人决心要挖掘真实的战争报道经验，于
是他选择了中国。” ［１０］１３２
诗歌不仅可以唤起民众良知，也可以为士兵
提供清醒认识。 奥登一直对艺术的社会功用持有
矛盾的态度。 斯坦·斯密斯（ Ｓｔａｎ Ｓｍｉｔｈ） 在专著
《 Ｗ．Ｈ．奥登》 中指出：“ 奥登对艺术功用的态度主
要从 ５０ 年代《 无》 （ Ｎｏｎｅｓ，１９５１） 、《 阿基里斯之盾》
（ Ｔｈｅ Ｓｈｉｅｌｄ ｏｆ Ａｃｈｉｌｌｅｓ，１９５５） 以及 《 致敬克利 俄》

（ Ｈｏｍａｇｅ ｔｏ Ｃｌｉｏ，１９６０） 三部作品中体现出来，但是
它们仅是对三十年代奥登对艺术所产生的焦虑的

立起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奥登并非如此。 虽然他

一个拓展。” ［１１］１６８ 通过比较《 致敬克利俄》 与《 西班

诗中也呼唤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并非仅限于一种

牙》 两首诗，斯密斯虽然得出前者是对后者的回应

针对右翼法西斯分子的革命。 “ 鸽子” “ 严父” 或

这个结论，却没有深入分析艺术在《 西班牙》 这首

者“ 温和的工程师” 指代诗人期待的三种变革方

诗中所发挥的重要功能。 事实上，奥登本人也主

式：分别代表和平解决纠纷、血腥暴力的军事干预

张“ 诗歌的首要功能在于让我们对自身以及周围

以及依赖技术的改良政策。 奥登对英国枯燥的政
治局面感到沮丧，他极力主张以西班牙为根据地
为 ３０ 年代的政治格局带来一种活跃的、全新的改

的世界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 ［１２］４７０ 。

战争并非一直是光荣的胜利，牺牲也是不可

避免的。 传达战争中牺牲的必然性也是诗歌的社

６２

燕山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 年

会功能。 “ 奥登在《 西班牙》 一诗中在谈历史的选

直接将诗的 功 用 与 语 言 领 域 联 系 起 来。 由 此 可

以战争中的

见，从利用诗歌去改变世界到宣判诗歌无用整个

死亡为例，无论对于参战的士兵还是后方的家属，

过程中，《 西班牙》 起到了重要的过渡作用。 细读

都应知道战争就是意味着牺牲，即牺牲是必要的。

这首诗，可以挖掘奥登复杂的思想变化，因此也对

寻求在公共领域里传达真实的奥登有必要提醒他

奥登研究有重要意义。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推行

们这个特征，因此奥登就在诗中使用了广受争议

绥靖政策的英法等西方国家为阻止共产主义苏联

择，在谈革命所必须付出的牺牲。”

［１３］７３

的“ 必要的杀害” ，这无疑将他送上了道德审判席：

对本国政治势力的影响，错误地将德国当作反布

如果杀人也算是必要的话，那么杀戮就与道德无

尔什维主义的屏障，才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

关。 战争岂不是肆意践踏人性道德的场所？ 古罗

可以设想，如果《 西班牙》 成功地鼓舞了西班牙民

马诗人贺拉斯曾“ 以为国家牺牲为荣” 鼓励战士为

众参与战斗，并刺激英法等国改变绥靖政策，我们

国捐躯，这与奥登所提及的“ 必要的谋杀” 是否意

有理由相信，在“ 必要的杀害” 之后，必将对反法西

思相同？ 看似相同的词句，动机却有着天壤之别。

斯战争有较大的贡献。

３０ 年代的奥登所真正关心的是利用艺术去鼓舞人
民行动，即“ 艺术的价值在于它的影响力———不是
在于美而是在于行动” ［５］４０ 。 这种“ 行动” 中人们并
非只有靠牺牲才能实现变革的目标。 从道德责任
出发，奥登并不赞同怂恿共和党去肆意杀人，而是

注释：
① 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引翻译均出自奥登译本： 《 奥登诗选：
１９２７—１９４７》 ，马 鸣 谦， 蔡 海 燕 译。 上 海：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２０１４。 为方便起见，下文简称为《 西班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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