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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与哈维书信中的诗学观点剖析
*

陈尚真

 内容提要 !斯宾塞和哈维在他们往来的书信之中就伊丽莎白时期新诗的格
律问题和用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来源于斯宾塞和哈维对自己诗

歌创作的体验和思考, 回应了锡德尼等人的 ∀最高法院# 的诗歌批评主张,

同时还反映出伊丽莎白时期诗歌建设的部分关注所在, 流露着强烈的本土意识

和民族文化责任感。

 关键词 !格律 诗歌批评 本土意识

爱德芒德 ∃ 斯宾塞 ( Edmund Spenser: 1552? % % % 1599 ) 与甘布瑞尔 ∃ 哈维

( GabrielHarvey: 1545 /50? % % % 1630) 参与了对伊丽莎白时期英语新诗试验有主导影响

的文学圈子 ∀最高法院# ( A reopagus)& 的活动。他们之间的书信 ∋记录着他们参与诗

歌试验的活动和体会, 阐发了他们的诗歌批评。两个人的言论观点跟锡德尼相比较都显

得有些偏激, 然而却也包含着在当代和后世看来颇有价值和远见的思想。这些书信在反

映出伊丽莎白时期诗歌批评关注的热点及其由此引发的争论的同时, 也较为突出地表达

了斯宾塞和哈维的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主张。考察斯宾塞和哈维的书信, 厘清其诗学的

特征和意义, 对了解伊丽莎白时期的诗歌实践与批评状况是必要的。

一

斯宾塞和哈维在书信中谈论较多, 又具有时代焦点意义的诗歌批评观点主要集中在

两个方面, 即诗歌的格律问题和诗歌的用词问题。

在诗歌格律方面, 斯宾塞和哈维同伊丽莎白时代的其他活跃的诗人一样, 热心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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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 ( A reopagus) 的名称来自古希腊时期雅典的最高法院所在地的地名, 后来指代任

何具有仲裁权威的个人或机构。斯宾塞和哈维的通信中多次提到这个名称, 按照他们的书信所提供的

信息, 应该是指以菲力蒲∃ 锡德尼爵士 ( S ir Ph ilip S idney)、福尔柯∃ 格雷维尔 ( Fu lke G rev ille) 和爱

德华∃ 戴尔 ( Edwa rd Dyer) 为核心的, 至少还包括斯宾塞在内的一个颇有影响的文人圈子, 曾经进行

过伊丽莎白时代有名的新诗格律试验。

本文以斯宾塞和哈维 1579年 10月 5日 (一说 16日 )、10月 23日的两封信, 1580年 4月的

两封信, 以及哈维 1592年出版的 (四封书信) ( Four Lette rs) 中的第三、第四封信, 共计 6封书信为

考察范围。书信文本参见 Sm ith, G. G regory. ed. E lizabethan C ritical Essays. Ox ford: C larendon, 1904,

以及 V ickers, B rian. ed. English R enaissance L iterary Criticism. Ox ford: C la rendo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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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建设。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形式方面试验的同时, 也同其他诗人一样, 积极探索新的诗

歌格律。他们用英语写作, 自然会遇到英语在诗歌中的使用问题。在特别重视诗歌音韵

美的时代, 诗人们关心的是如何把剧变中的早期现代英语应用于不同的诗歌形式。从格

律的角度看, 什么样的韵律节奏用英语表达才和谐? 斯宾塞和哈维对此有共同的看法,

但在实践上却有差异。在他们的书信中, 两个人虽然意见经常不一致, 但彼此都赞赏对

方的努力。

他们都认为诗歌的格律要适合英语的自然节奏。诗歌的格律可以改变, 而且必须改

变, 以适应不太容易被一个人或者一代人改变节奏的语言。由于受到欧洲古典诗歌格律

的影响, 特别是在锡德尼和爱德华∃戴尔 ( Edw ard Dyer: 1543% % % 1607) 的劝导下, 斯

宾塞和哈维都做过音节节奏 ( quantitative verse) & 格律的尝试, 写出了一些符合音节节

奏的英语诗歌 ( Sm ith 89, 93- 4)。然而, 这种被认为适合表现音乐美的诗行节奏, 与

当时英语的语音特征并不完全和谐。斯宾塞和哈维对此都有同感。英语单词重音位置并

不规则, 诗行的音节节奏时常可能会使单词因为重音改变而显得不自然。

斯宾塞在创作 (牧人月历 ) 的时候, 尝试了不同的格律和诗体。然后 ∀他不再继

续使用那些他此前同哈维一起试验的经典音节节奏格律, 转而研究完善本土风格的种种

可能性 # (Ho llander 155)。他写信告诉哈维说, ∀后来, 比较音节节奏, 我更喜欢我的

英语重音节奏 ( Sm ith 89)。#

(牧人月历) 的开始有一节诗名为 (写给他的书) ( To H is Booke), 采用了四音步

的抑扬格, 其中有斯宾塞 ∀研究完善本土风格的种种可能性 # 的努力:

Goe little booke: thy se lfe presen,t

A s ch ild whose parent is unken:t

To h im that is the president

O f nobleesse and of chevalree,

And if that Env ie barke at thee,

A s sure it w il,l for succoure f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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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丽莎白时期英语诗歌的格律试验中, 曾经有过两种格律的实践: 重音节奏和音节节奏 (或

者被成为音长节奏 )。一个诗行之中使用重音节奏, 则只计算重音的数目而不计重读音节之间的非重

读音节的数量, 用这种格律写作的诗行接近英语的自然节奏, 但被认为缺少音乐美, 因为从音乐节拍

的角度考察, 由于重读音节之间的非重读音节数量可以不等, 使得整个诗行无法产生十分规则的轻重

交替, 也就失去了音乐的节奏美。音节节奏之中的音节是按长、短音区分的, 一个诗行之中使用音节

节奏, 需要精确计量长音和短音的数目, 并且把它们十分有规律地加以编排, 这样, 诗行的节奏就具

有了音乐的节奏美; 然而这样的格律与英语的自然节奏不兼容。诗人们经过实践, 把两种格律加以结

合, 创造出被后世称作重音音节节奏的格律形式, 也就是, 在一个诗行之中, 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

都被精确计量, 并且被有规律地编排, 由于英语中多音节单词的重音位置并不规则, 加之英语中单音

节词和双音节词居多 , 从诗行音乐美展示的角度考虑, 五音步的抑扬格 ( Iamb ic Pentam etre) 成为首

选, 写作中单词选择相对容易, 形成足够的韵律反复而又不显得单调 ( L ass, Roger. Phono logy and

m orpho logy. RogerLass. ed. The Cam bridgeH istory of the E ng lish Language, Vo.l 3. C ambr idge: Un iversity

P ress. 1992- 2001; Be ijing: Peking Un iversity P ress, 2002. p. 1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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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去吧小书: 你自己看上去

多像无名父母的孩提:

给他的就是这样的形意

出于高贵并且天生侠气,

倘若妒忌狂吠向你,

肯定只为, 壮胆逃离

++

( Spenser, 433)

这首诗的格律遵循了英语的重音节奏, 但是音节计量精确, 实际上是遵循了重音音

节节奏。诗行中的顿 ( caesura) 介于第二个音步和第三个音步, 这与中古英语民谣的行

内停顿相似。这几行诗中点缀了三两个带有古风的词语 (如 unkent = unknown未知,

president = pattern风范, 等 ) , 为斯宾塞要渲染的古代田园预设了氛围。诗的起首有意

模仿乔叟的诗行 & , 流畅之中还透露着锡德尼倡导的典雅。

在 (牧人月历) 的 ∀十月# 那一部分, 斯宾塞又大量采用五音步的抑扬格, 例如:

Ah fon, for love does teach h im climbe so h ie,

And ly ftes him up out o f the loathsom emyre:

Such immortallm irrhor, as he doth adm ire,

W ou ld rayse onesmynd above the starry sk ie.

And cause a cay tive corage to asp ire,

For lofty love doth loath a low ly eye.

傻瓜呀, 是爱教他爬得高高,

将他挽出讨厌的泥沼:

这不朽的镜子, 叫他心旌动摇:

会把人的思想提升过星空

让卑怯的灵魂有勇气升腾

高贵的爱呀哀叹你眼力的平庸

( Spenser 453)

这一节诗歌谈诗的灵感, 观点在当时和今天看来都不新奇。但是五步抑扬格的娴熟

运用, 响亮尾韵的严整密集排列, 加上头韵、行内韵的和谐分布, 大大增强了诗歌的音

乐美。嘹亮的诗行也渲染了主题的崇高。

斯宾塞的做法其实也是伊丽莎白时期有成就的诗人们共同走过的路。以锡德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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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叟的长诗 T roilus and C risedy e之中有 ∀ Go, lite l bok, go litel myn tragedye# (去吧, 小书, 去

吧我的纤纤悲剧 ) 这样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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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他在写作 (阿卡迪亚 ) 的时候, 曾经用严格的古典音节节奏的格律写出几十首不

同诗体的诗歌, 他也曾经极力提倡这样的格律, 但是后来锡德尼自己也承认, 没有办法

严格遵守音长精确的音节节奏格律, 但是却可以很好地遵守重音节奏 ( accentual verse)

的格律 ( Feuillerat 44)。也许因此, 锡德尼在他的 (爱星人与星 ) 中没有再使用单纯的

音节节奏格律, 而这个十四行诗集代表着锡德尼诗歌创作的一个顶峰, 体现着锡德尼成

熟完善的诗学及诗学批评理念。

哈维对人们滥用音节节奏写诗, 随意更改英语习惯的做法感到不满。在给斯宾塞的

信中, 他强烈表示, 反对为了音韵而随意更改一个单词的自然重音和发音的长短, 还举

出大量例证说明这样做的荒谬。比如, 单词 carpenter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第一个音节相

应地就读成接近于音节节奏的长音, 不能因为格律的理由弱读第一个音节, 而把原本弱

读的第二个音节加长, 从而听起来像是重音落在了第二个音节上。 ( Sm ith 117) 这种做

法有悖大众的语言习俗, 极不自然, 不能体现英语诗歌应该有的和谐美, 也不易为人接

受。诗歌可能会因此失去了教化的作用, 成为少数病态的书呆子的玩具。哈维质问道:

难道就没有其他策略推翻音节节奏, 建立自然节奏的诗行, 非得要修改唱

给圣母的赞歌: 违背所有的自然法则, 蔑视常规, 强行篡改和霸占那些平静的

词语 % 人们曾经长久地享受这些词语带来的种种好处和自由 % 不会产生任何混

乱或者不受些许的控制? ( Sm ith 117)

哈维希望建立适合英语自然节奏的诗歌格律, 他在尝试过用音节节奏写作英语诗之

后, 觉得它并不合适, 于是主张建立以重音节奏为主的格律。他后来转用六音步格律作

诗, 还自称是英语六音步格律&的发明者 ( Sm ith 231)。他在给斯宾塞的信中谈到格律

改革的时候, 引述了自己的英语六音步格律诗, 其中两行是:

And what so precious matter and foode fo r a good Tongue

A s blessed V ertue, blessed Fame, blessed Aboundaunce.

什么之于优雅言语如此珍贵宛如精美食物

圣洁德行, 圣洁名望, 丰厚的赐富

( Sm ith 105)

显然哈维的英语六音步格律对于弱读音节的计量不精确, 更像英语的传统诗歌节

奏, 即传统的重音节奏。

而斯宾塞在经过 (牧人月历 ) 中诸多作诗法试验之后, 创造出斯宾塞体的十四行

诗和斯宾塞体的诗节, 后者被斯宾塞用于他的长诗 (仙后 ) 的创作。两种诗体都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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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维的六音步格律 ( hexam eter) 基本遵循了古希腊的风格。一行诗由六个音步组成, 前五个

音步是扬抑格 ( dacty ls) 或者扬扬格 ( spondees), 第六个音步总是两个音节 % % % 通常是一个扬扬格,

另有较为复杂的停顿规则在诗行中。后世的英国诗人把哈维的格律加以改造, 形成抑扬格的六音步

( Iam bic hexam ete r) , 又称亚历山大体 ( A lexandr 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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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严谨, 能够充分展示英语诗歌音乐美的诗歌样式, 也都采用了英语诗歌的重音音节节

奏 ( accentua l sy llabic verse) 的新格律。

在诗歌的用词问题上, 斯宾塞复活英语古旧词语在当时可算得上独树一帜。

自从华艾特 ( Sir ThomasW yat:t 1503% % % 1542) 和萨里 (H enry How ard, E arl of

Surry: 1517? % % % 1547) 尝试写作新诗后, 伊丽莎白王朝的诗歌潮流在锡德尼等人的倡

导下一直朝着新诗建设的方向涌动。而新诗建设的材料, 大都是面向当代和国外的, 英

国的传统常常被视为粗鄙庸俗。在今天看来, 当时的英语诗歌用语表现出三种取向: 向

外国语言大量地借词 (特别是古典的拉丁语, 甚至原封不动地被搬进英语诗歌 ) , 锡德

尼提倡的典雅口语 (主要是上流社会特别是宫廷朝臣的语言 ) , 斯宾塞有选择有节制地

使用英语古旧词汇 (其用意是在恢复乔叟以来的英诗传统 )。哈维对于在诗歌中使用古

旧词语的观点不像斯宾塞那么有特色, 因而也不太引人注目。斯宾塞的做法在当时则被

一些人看作是逆潮流而动, 因此遭到不少非议。锡德尼和本 ∃琼生 ( B en Jonson: 1572 /

3% % % 1637) 对斯宾塞的批评就是颇有影响的例证。

锡德尼认为斯宾塞不应该在 (牧人月历 ) ∀追求古老粗俗的语言风格 # ( Duncan-

Jones, 242)。琼生则断言 ∀斯宾塞模仿古人, 没有写出好的语言# ( V ickers 573) , 还劝

说初学写作的人们多读优秀作家的作品, 但是要切记 ∀不要沉迷于古风#, 以免被他人
的陈旧和粗俗过多腐化了自己新鲜绽放的甜美花朵 ( V ickers 572)。琼生对在诗歌中使

用旧词的看法恰当但有失狭隘。他认识到恰当使用古旧词语对诗歌的风格和美有好处:

只要有益于明白畅晓的语言风格, 古旧词语其实是很好的装饰材料 ( V ickers 575- 76)。

琼生反对的是滥用古旧词语。

不过, 琼生虽是诗人, 却可能忽略了古旧词语在诗歌中的表现力。斯宾塞使用古旧

词语也许并不只是为了风格美。在伊丽莎白时代, 诗人十分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 古旧

词语在斯宾塞眼中还被应该是看作了一种有力的表达工具。

当然斯宾塞在 (牧人月历 ) 中使用古旧词语也不是为了追求粗俗。他追求风格美,

语言和谐又奇特。他还有另外的目的, 他要以此作为丰富英语词汇的一个手段, 他还希

望在自己的作品中, 古代的田园牧人可以讲出符合他们身份和时代的话语, 在这一点

上, 斯宾塞是在追求增强其作品的表现力。斯宾塞觉得英语的古旧词语有特别的价值和

意义, 庄严、典雅、凝重, 可以造成特别的风格美和表达效果, 而且发掘古词语可以丰

富当下的英语 ( V ickers 176- 77)。斯宾塞在给哈维的一封信中说 & ,

在我看来值得赞扬的是, 有诗人, 出于对传承的正确认识, 在努力地恢复

使用典雅自然的英语古词, 而这些词语人们已经有很长时间不再使用, 并且也

没有继承下来。我们的母语本来可以让人写出丰富的散文和庄严的诗篇, 正是

缺少对过去的继承才造成她的不足乃至贫乏。 ( Sm ith, 1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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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因为这封信署名为 ∀ E. K. # 而怀疑其作者是否斯宾塞本人。详细解释参见 V ickers,

Br ian. ed. Eng lish Renaissance L iterary Cr iticism. Ox ford: C larendon. 1999. 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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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批评那些对英语不负责任的人们, 为了弥补英语表达的不足, 像打补丁一样从

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剪下一片片词语的碎布条, 贴在英语的窟窿上, 造成英语外来

语充斥, 显得不伦不类 ( V ickers 178)。斯宾塞的批评言辞凿凿却带着几分谬误。从英

语的发展来看, 英语中外来词语的 ∀泛滥 # 对其自身冲击的确不小, 但是对于快速成

长的语言, 充分的营养又是必须的。斯宾塞对于古旧词语的发掘是那个时代为丰富英语

所做的另一个途径的尝试, 他没有必要厚此薄彼。从 (牧人月历 ) 的创作实践看, 斯

宾塞的古语风格也是今天还有人研究欣赏它的一个理由。斯宾塞为伊丽莎白时代的诗歌

创作重新开辟了继承传统这条为人忽略的道路。

人们今天来读下面这节选自斯宾塞 (牧人月历 ) 中的诗, 感觉除了拼写古旧, 对

诗歌的用词和表现手法并不陌生。特别是 erst和 spared这两个词, 现在的诗人和讲求典

雅的作家还在使用, 没有人会想到它们是被斯宾塞复活的过时词汇。

现代英语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词汇比从其它语言中借词所得到的词语要少得多, 但

是因为斯宾塞和另外一些与他持相同观点的人们的努力, 我们今天才能够经常使用这样

的词语: 如 belt (带子 ) , glance (扫视 ) , b irthrigh t (生来就有的权利 ), craggy (崎岖

的 ) , endear (钟爱 ), enshrine (供奉 ), drizzling (毛毛雨 ), gaudy (花哨的 ), g loomy

(阴郁的 ), shady (阴暗的 ) , w ary (机警的 ) 等等 ( Baugh& Cable 231)。

哈维在诗歌用词问题上没有斯宾塞表现突出, 也没有斯宾塞那么响亮的辩解。不过

他当他看到外来词语大量涌入英语的时候, 还是发出了那个时代才有的感慨和部分人的

怨言: ∀你难道没有明显地感觉到, ++在英国, 不管用英语写什么东西, 没有不被认

为是十分可鄙, 十分下贱, 十分低劣的++# ( Sm ith 124) 。在哈维看来, 英语的传统

不应该遭到遗弃 ( Sm ith 124)。

斯宾塞和哈维的批评观点回应了 ∀最高法院 # 的诗学主张, 也丰富了伊丽莎白时

代的诗歌批评。

二

深究斯宾塞和哈维诗歌批评产生的原因, 可以看出其中所受到的时代文化风潮的影

响, 受到的个人创作实践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诗歌团体的影响。

英国伊丽莎白时期的诗歌批评似乎纠缠在琐碎问题的争吵中, 考察者怀揣着一张阿

伯拉姆 (M. H. Abram s: 1912% % % ) 教授描绘的文学批评理论演进图 ( Adam s& Searle

1087) 走进这个时代的著作构成的批评景观之中, 突然感觉什么都看不到了: 演进图太

简略, 没有详细标注这个时代的英国诗歌批评具体情形的所在。伊丽莎白时期的诗歌批

评并没有太多的理论体系建树, 相比较批评理论构建, 更多表现出其实用批评的特点。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 语言的剧变使乔叟及其前后的诗歌传统难以为人们继承, 诗

歌批评失去了丰厚的诗歌创作基础, 理论的建树缺少依托; 其二, 英国的诗歌批评没有

主要局限在大学等学术教学范围之内 % 与意大利不同 % 较少专门的批评家, 而是在作者

之中, 重在探讨如何创作, 如何影响读者, 使其接受; 其三, 提升英语的文化责任使他

们更加关注对英语的丰富和对英语在诗歌之中的实践。

布里恩 ∃ 韦克斯 ( Brian V ickers) 对自己主编的 (英国文艺复兴的文学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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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 enaissance Literary C riticism ) 中有作品入选的批评者做了分析, 得出一组令他

感慨的统计结果。三十一位作者的作品基本展示了当时文学批评的全貌, 而这三十一位

作者没有一个专职的文学批评家, 他们分别是诗人、剧作家、散文写作者、诗歌翻译

者。 ( V ickers 9) 也许创作的实践让他们感到, 批评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诗歌在新阶段的

形式问题, 而不是诗学理论的系统构建。 (要解决问题, 不空谈主义 ) 也许他们太关心

诗歌语言, 诗歌格律、诗歌形式、诗歌效果等具体问题, 还没有想到要去建立什么结构

主义或者解构主义诗学。他们批评的目的是怎样写出被人接受的好诗, 怎样让英国的诗

歌比其他国家其他语言的诗歌更美。他们是诗人、作家、批评者, 他们也是关心英国文

化建设的知识分子, 大都也是朝臣和从政者。这多重的身份也许能让他们能更敏锐地把

握当时英国的诗歌发展, 直接面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的批评是实用的。他们本

身兼是批评者和作者 % 理论家兼实践者, 这成为英国文学批评的一个传统特色。

然而, 伊丽莎白时期的诗歌批评并非没有理论体系支持。培根的哲学思想可以被看

作是这样的一个体系, 其中既有对当时诗歌批评观念的反映, 也是部分地植根于当时的

包括诗歌活动在内的文化实践。培根的哲学被称为实证哲学, 以归纳法 ( Inductive

M ethod) 为主要获取知识的手段, 宣扬在物质的世界里, ∀知识就是力量 # ( Know ledge

is pow er. ), 认为通过正确的途径 (逻辑的归纳法 ) 人人都可以获取知识, 认识世界。

( Sorley 21- 34) 培根反对空洞的学习 ( V ickers 457- 458), 强调知识的实用性, 重视

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 Stumpf 221- 23)。这与当时知识分子面对文化建设实际的需求

是一致的。

哈维关于诗歌理论与实践的观点虽然十分偏激, 倒也是对培根哲学思想在诗歌批评

领域的一个不错的诠释。

重要的原则非常有用, 但是看得见的例证却叫人深信不疑: 实践是完美的

唯一生命, 又是生命的唯一完美。不重视实践, 过于沉湎于理论, 无论是何种

情形都会令我犯错误。 (因为是最为紧要的所在, 在这一点上我必须下定决

心。) 我决不会看重任何与有效的用途不相关的学习、思考、讨论, 或者联系,

因为它的目的完全不在实践。而实践, 作为唯一的标志, 每一门艺术以及每一

项德行都会在这里得到提高。我喜欢方法, 但我更敬重实践 。++将对艺术

的热切研习与勤勉不辍的练习亲密结合 % 要达到优秀, 舍此一条道路更无通

途。 ( Sm ith 235, 236)

哈维不是在绝对地排斥理论, 否认理论对认识事物的作用, 贬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

意义。他也许跟今天有文化建设抱负的人们一样, 对别有用心追逐理论、拾人牙慧、又

沾沾自喜、夸夸其谈的所谓理论家感到愤慨, 因此不免言辞过于激烈。

斯宾塞和哈维的诗歌批评主张来源于自己的诗歌实践, 同时也受到锡德尼及其 ∀最

高法院 # 的影响, 是在接受 % 实践 % 思考 % 取舍的过程中形成的。两个人都基本认同锡

德尼的文学影响, (斯宾塞被这个文学圈子接受为成员, 哈维部分地因为斯宾塞的原因

与这个圈子保持了长久的密切关系, ) 响应了锡德尼及其 ∀最高法院 # 核心成员新格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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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的倡议, 创作了一些试验性质的新诗, 并且还在他们的书信中交流切磋。当然两个

人对来自锡德尼等人的意见、对彼此就对方的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所提出的看法也有辩

解和争议。

三

这种 ∀实用 # 的诗歌批评观点反映出伊丽莎白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本土意识和民族

文化责任感。伊丽莎白时期, 英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提升, 在打败西班牙无

敌舰队后其国际地位大大提高。相比较而言, 强大的英国却是一个文明的落后者。面对

欧洲大陆国家的灿烂文明成果, 英国知识分子的强烈民族自尊心随着民族凝聚力的加强

不断喷涌, 他们要建设可以傲立于世的英国文明。粗鄙的英语被迅速培育, 展示语言艺

术的诗歌受到重视&。诗歌创作中需要解决许多技术问题。英语发生了巨大变化表达,

过去的一些作诗法需要改造。华艾特之前的英诗传统留给伊丽莎白王朝的诗人们的只有

微薄的遗产: 头韵、古老的史诗、民谣叙事体, 叫卖小调 ( poulter s measure)。乔叟的

努力因为英语的变迁变得模糊, 他创制的诗歌格律也因此无法被人们很好地理解。伊丽

莎白王朝的诗人们大多把目光转向法国, 七星诗社 ( P l iade) 正在创造法语诗歌的辉煌

( Sabatier 140) , 转向南欧, 那里有过令人向往的爱琴海文明, 产生过灿烂的拉丁文明,

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曾经巨星闪耀。这些英国诗人贪婪地、近乎疯狂地把他们见到的外国

诗歌尽数搬回, 满心欢喜, 颤抖着双手彻夜诵读。他们在英语诗歌中尝试这些新玩意

儿, 热闹的英国诗坛争吵之声不断。要写出展现当代英语诗性美、又表达当下英国人情

怀的英语诗歌, 技术的难题必须首先攻克。而另外少数人又以同样的热情搜寻英诗古籍

和古迹, 揣摩着如何翻新 ( Buxton 98)。斯宾塞和哈维是怀着写出英语的 (埃涅阿斯
记 ) (A eneid) 的愿望投身新诗建设的, 他们自然地加入了为攻克写作诗歌的技术难关

而引发的诗歌批评之中。诗歌技术英国化既是他们内心里本土意识的流露, 又是他们民

族文化责任感的具体表现。

斯宾塞和哈维诗学观点对伊丽莎白时期诗歌批评的贡献在于对新诗格律的定型起了

推动作用。为英语诗歌用语拓宽了选择范围。斯宾塞还特别为古旧词语在诗歌中争得一

席之地, 为丰富英语的词汇做出了贡献。他们的诗歌批评中流露出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文

化责任感值得后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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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etical Ideas i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penser and Harvey

Chen Shangzhen

 Abstract! Spenser and H a rvey had put fo rw ard in the ir correspondence their own op inions on me tre and the

use o f words of the em erg ing Eng lish New Poetry in E lizabethan Eng land. Their critical ideas, wh ich cam e from

the experience in and reflec tion on the ir own practice and w ere in fluenced by the poetry criticism from S idney

and h is ∀ Areopagus#, show partly of the focus o f the E lizabethan poetica l construction, expressing the strong

sense o f nativeness and the strong responsib ility for the grow th of the ir nationa l cu 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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