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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 20世纪美国作家中,罗伯特 潘 沃伦以博学多才的文艺复兴式人物著

称,但沃伦文学生涯的核心成就是在诗歌领域。在六十余年的诗歌生涯中, 沃伦有意识地将

奥古斯丁时间观引入诗歌创作,一方面借鉴奥古斯丁时间的结构特征, 通过探索时间向度的

变化, 展示生命的历程和自我的发现;另一方面挖掘奥古斯丁时间的生命和诗学内涵, 通过

对时间的体验,将时间的心灵和生命的属性赋予诗歌中的人和物。在对于奥古斯丁时间观

的具体利用中,沃伦有意识地以亚里士多德时间观 (表现为连续时间 )作对比, 赋予了两种

时间更为广泛而又相互对立的价值内涵。沃伦诗歌的时间旅程, 是在奥古斯丁时间观指引

下穿越过去和现在、到达未来的旅程,它构成了沃伦终生以爱为主题的诗歌创作的重要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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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世纪美国作家中, 罗伯特 潘 沃伦 ( Robert PennW arren, 1905- 1989)以其在诗

歌、小说、文学批评、历史研究、社会评论等多方面的卓越建树,被誉为 博学多才的文艺复

兴式人物 (M adden x iv)。早在 1946年,沃伦以长篇小说 国王的全班人马 (A ll the K ing s

M en)奠定了他作为美国南方文学重要小说家的地位, 并获得普利策奖。后来又以诗集 应

许 (Prom ise: P oem s: 1954- 1956)和 此时与彼时 (N ow and Then: Poem s: 1976- 1978)两

次获得普利策奖,是至今唯一获得普利策诗歌奖和小说奖两种文学奖项的作家。 1986年,

沃伦被国会图书馆授予第一位美国桂冠诗人的称号,确认了他作为美国杰出诗人的地位, 同

时也标明了他文学生涯的核心成就: 沃伦文学生涯的中心成就是在诗歌领域,虽然是一直

到他的文学生涯的后期 实际上是在他五十岁以后 他的最优秀作品和主要荣誉才来

临 (Ham ilton 568)。 1998年,由布蓝戴斯 ( B randeis)大学文学教授、诗人 John Burt编辑的

沃伦诗全集 (The Collected P oem s of Robert P enn Warren )出版, 十六开本,厚达八百多页。

著名诗评家布鲁姆在为这本书所作的序言里说, 沃伦晚年的诗歌 完全可以与哈代、叶芝和

斯蒂文斯伟大的最后阶段相媲美 ( B loom xx iii) ,充分表达了对沃伦诗歌成就的高度认同。

沃伦在长期的诗歌创作中,由于其诗歌主题和题材选择的需要,总是有意识地将奥古斯

丁时间观引入诗歌创作,借鉴其结构特征,挖掘其诗学内涵, 大致说来,这个渴望知道时间

的本性的诗人的作品必须看作是在时间之上的发展和在时间之内的变化 ( Parin i 494)。奥

古斯丁时间观是构成和理解沃伦诗歌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

沃伦诗歌对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借鉴和挖掘与其创作主题密不可分。沃伦诗歌跨度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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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余年 ( 1922- 1985) ,前后风格变化非常明显,但同时也显示了诗歌主题的相对统一。

早在 70年代即有评论家指出: 从 三十六首诗 ( 1936)到长篇叙事诗 龙兄弟 ( 1953), 沃

伦都致力于如何修辞以表达出爱来 (哈桑 7)。但作为一位富于哲学气质的作家, 沃伦所

写的爱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爱, 而是有着更广泛的意义和更哲学化的高度。他首先设

定了爱与知识的联系:正如他在长诗 奥都本:一个幻象 ( 1969)中所说: 什么是爱? /它

的一个名字是知识 ( CP 266)。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自我和历史两个方面, 而获得了这两

种知识,也就抵达了爱的境界。在具体的诗歌情境中,历史和自我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他将

诗歌安排在历史的语境里,尝试着理解过去,努力获得历史和自我的真实,包括承担责任、救

赎,以及希望、爱和忍耐的价值。

回忆的重复,梦想的一再展现, 占据了沃伦的一生 ( Parini 490)。这种对于回忆的倚

重,不仅仅涉及到歌题材的选择问题,也必然地涉及到时间观的问题。因为 真相成为真相

花了很长时间 ( 时间中的二重性 , CP 544), 因此,从现在的角度反而能更好地理解过去

的意义,赋予过去以价值。同时也必然需要一种能够沟通过去、现在与未来, 而又着眼于现

在的时间观。奥古斯丁时间观作为一种主观时间, 由于具有关注心灵与生命存在的特征, 正

好契合了沃伦通过时间进行诗歌和生命的双重探索的需要。

奥古斯丁 ( Sa int August ine, 354- 430)是古代基督教主要作家之一, 罗马帝国时代基督

教教父哲学的代表,与托马斯阿奎那并称基督教神学的两大师。 一般来说, 圣奥古斯丁并

不专心致力于纯粹哲学,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却显示出很卓越的才能 (罗素 433)。罗素

此处所说的 纯粹哲学 指的就是奥古斯丁 忏悔录 卷十一中对于时间的追问和思考。奥

古斯丁出于为基督教辩护的目的而对时间问题的思考, 成为西方思想史上的不朽篇章。

在哲学史上,时间问题源远流长,通常的看法是有两种时间:一是主观的时间,即存在于

人类意识之中的流逝; 一是客观的时间, 即由物体运动标志的周期变化。 在西方哲学史

上,亚里士多德最早研究客观的时间,他将时间定义成 运动的计数 ,而奥古斯丁则最早研

究主观的时间,他开创了通过内省的方式研究时间之流的思路 (吴国盛 239)。亚里士多

德阐明了时间是一个连续统的观点, 时间消蚀着事物, 一切都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衰老, 都

由于时间的变迁而被淡忘 , 就其本性而言, 时间更是一种毁灭性原因 (亚里士多德

123) ,它代表的只是毁灭的方面。奥古斯丁驳斥了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物理时间观, 转而从

心理角度去探讨时间这一问题,认为时间是主观的; 它只能 存在于我们心中 (奥古斯丁

247) ,由此,时间由外在的物理之流内化为思想的伸展,由一个宇宙范畴变成了历史和心理

范畴。时间的内在化使其具有心灵的属性,更接近人类由自身经验而体会到的原型时间, 显

示了奥古斯丁的存在主义色彩 ,隐含着巨大的生命和诗学内涵, 提供了沃伦在诗歌创作中

进行借鉴和挖掘的潜能。

实际上,沃伦对于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借鉴和挖掘是有意识的。沃伦虽然不是一个基督

教徒,不相信基督教的上帝,但他从小熟读 圣经 , 深受基督教思想尤其是奥古斯丁神学的

影响, 相信原罪等正统基督教观念。在沃伦的多本诗集中引用或提及过 圣经 和奥古斯丁

著作或名字。这些都表明了沃伦对于基督教及奥古斯丁思想的熟稔。诗集 在这儿: 诗

1977- 1980 的扉页上引用了奥古斯丁 忏悔录 卷十一第二十三节中的文字: 我渴望知道

时间的权力和本质 ( CP 379)更直接表明了沃伦对于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心仪。奥古斯

丁写道 譬如我的童年已不存在 属于不存在的过去时间 而童年的影像 在我讲述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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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现于我现在的回忆中,因为还存在我记忆之中 ( 245 46), 我们甚至可以说, 这段话几乎

就是从时间角度对沃伦这些诗作所作的发生学概括。正因为如此, 沃伦才能不仅将奥古斯

丁的时间观引入其诗歌创作,而且进行充分的借鉴和挖掘,作为展示其创作主题的一个重要

方面。

从诗歌创作看,沃伦对于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借鉴和挖掘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进行: 一是结

构意义上的,即在诗歌创作中借鉴奥古斯丁时间的结构特征, 通过探索时间向度的变化, 展

示生命的历程和自我的发现;二是内涵意义上的, 即挖掘奥古斯丁时间的生命和诗学内涵,

与诗歌内容相融合,通过生命对时间的体验,将时间的心灵和生命的属性赋予诗歌中的人和

物。在对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具体利用中,沃伦有意识地以亚里士多德时间观 (表现为连续

时间 )作对比。这样, 通过对奥古斯丁时间观在内涵特征和结构特征两个方面的挖掘和利

用,并与亚里士多德时间观相对照,奥古斯丁时间观在沃伦诗歌中显现出独特的诗学意义。

二

沃伦诗歌对于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借鉴首先明显地表现在诗歌的结构形式上。奥古斯丁

时间观的一个核心,是否认有纯粹的过去和将来存在: 有一点已经非常明显,即:将来和过

去并不存在。说时间分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类是不确当的。或许说, 时间分过去的现在、现

在的现在、将来的现在三类,比较确当。这三类存在于我们心中,别处找不到:过去事物的现

在便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便是直接感觉, 将来事物的现在便是期望 (奥古斯丁 247)。

从而, 时间只存在于心灵之中, 转化为直接感受、回忆或期望, 成为精神的体验形式, 建立了

时间与精神活动的直接联系,成为时间直接进入诗歌这一艺术活动的基础。从结构形式上

看,奥古斯丁时间可以图示如下:

(过去 ) 现在 (将来 )

即对 过去 和 将来 加括号,并指向 现在 。从图示看, 这种结构形式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 它提示了三类时间的并置关系 (归结为现在 ) ;其次, 提示了现在作为中枢时间点的过

渡作用。从诗歌写作角度看,这两点都具有借鉴意义: 前者隐含了一种诗歌整体结构模式,

后者则隐含了一种诗歌时间点的选择策略。实际上,这两点在沃伦诗歌中都有所借鉴,并有

所拓展。

首先, 在整体结构上, 沃伦经常以回忆的方式, 利用 (过去 ) 现在 (将来 ) 的结构

模式, 展现诗歌的意义。这种结构模式在沃伦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表达看, 在这种结构

模式中,诗人从现在看过去,让过去像现在一样展开,从而进行自我本质和生命意义的探索,

正如 时间中的二重性 这首诗所表述的: 那时 /像现在一般地展开了。现在 /像那时

发生了。只是现在 ( CP 544)。

从诗歌题材上看,这种结构模式通常与动物的生死、人事的变迁 (或生死 )两种题材结

合。沃伦写过三十余首动物题材的诗歌, 有多首重要诗歌使用了这种结构模式。如收于诗

集 在这儿 ( 1980)的 西拉 一诗, 写一个男孩的大狗咬伤一只雌鹿, 男孩面对濒死的雌鹿,

毅然用刀尖切断了它的喉咙,免得 把雌鹿留在那儿, 在日落中慢慢死去,让所有细小的牙

齿 折磨它, 如今, 六十年后, 倚在死神的枕头上 ( CP 402 ) , 他再次沉思生死的秘密。这

种结构在沃伦诗歌中也用来表达人事的变迁或生死,如收于诗集 经纬 ( 1984)的 真爱 一

诗 其他如 红尾鹰和少年时代的火堆 老狗死了 地里的死马 等动物题材诗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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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老式风格 、时间中的二重性 、读到夜深,水银柱下降 等人事变迁题材诗, 均有类

似的时间结构。

这种结构模式通常与 (死亡 ) 生命 (爱 ) 这一生命 (价值 )进程相对应, 从而凸显

其诗歌的主题。如 时间的传说 这首长诗中, 三十年前母亲去世的情景再次展现在诗人眼

前,诗人提问: 爱是什么? 而他的答案让人震惊: 但解决的办法:你 /必须吃下死者 。结

合沃伦的时间观可以看出,沃伦在这里其实是从历史与自我的关系上说的, 即人必须经历过

去,才能发现一个人的真正的自我,到达爱的境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诗人才在诗的结

尾处写道: 不死并非不可能的,甚至快乐 ( CP 190)。

其次,沃伦诗歌结构形式上对于奥古斯丁时间的借鉴, 还表现在中枢时间点的选择上,

即选择过渡性的时间点, 如傍晚和黎明 (白天与黑夜的过渡 )、生命弥留之际 (生与死的过

渡 ) ,从而关联起白天和黑夜、生命和死亡,向前或向后展开诗歌,借助于时间进行生命的探

索 (或时间和生命的双重探索 )。有时,诗人还将这一过渡性选择延伸到具有过渡性特征的

其他事物。如沃伦收入最后一本诗集 经纬 ( 1984)的开篇第一首诗 三种黑暗 (组诗 )

中,诗人检查了智慧的黑暗、肉体知识的黑暗、生命 (死亡 )的黑暗, 第一诗描写春天的一个

白天,罗马动物园里的一只熊猛击一个铁门, 正努力进入智慧之黑暗 ( CP 529) , 第二首是

黄昏至夜晚在河上的体验,第三首写自己一次生死之间的印象。从时间上看,第二、三两首

都选取了过渡性时间点,第一首没有选取过渡性时间点, 但选用了 铁门 这个联结光明和

黑暗的过渡性象征物。

以这种过渡性时间点作为联系的中枢,由此可以轻易地发现事物变化的秘密和其中蕴

含的意义。如在收入诗集 经纬 的 有死者的限度 这首诗中, 鹰的出现是一个典型的例

子: 我看到鹰在怀俄明的日落里乘着上升的气漩。 /它起自针叶林的黝黑, 掠过灰色 /无仁

慈的锯齿丛,掠过白色,升入 /清净雪障之上梦般瑰丽熹光里 ( CP 530)。这一场景的时间

和空间都体现了过渡性的特征:黄昏时刻,下方是无际的针叶林的黑暗,上方是金色的落日

余辉, 鹰从熹光里飞升,既出自神秘的大地,又联系着纯净的天空;既是生命和存在的象征,

又带着超越和永生 (死亡 )的意味。这种复杂的象征意义的获得, 首先是由所选择的时间和

空间的过渡性特征所获致的。另外, 如 小男孩丢了鞋 、小女孩醒得早 两首, 第一次 、

有死者的限度 、夜鹰 等诗歌,都选择了这种过渡性时间点,并赋予生命的内涵, 从而扩

展了诗歌的象征意义。

三

沃伦不仅在诗歌的结构形式对奥古斯丁时间观进行借鉴,还对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内涵

特征进行挖掘,将其心灵和生命的属性与人的生命和生活体验相结合。

奥古斯丁将时间构想为一种心理学事实, 一种心灵的内在体验, 因而他的时间观和永

恒观是独特的、直接的、个人的 (古列维奇 326)。这种心理的、个体的时间, 因而也是形象

的、具体的时间, 与个人的生命体验、个性特点密切相关,为沃伦诗歌提供了接近生命本质、

增强艺术性、揭示时间的生命价值的方法。

对于人的生存而言,时间的长度在于心理的感觉,而不在于物理的长度, 这充分表明了

沃伦诗歌时间的奥古斯丁特色。这种打上记忆的光晕的时间感觉, 本身就是对客观的物理

时间的反抗 是从机械的现代工业文明向人的生命本位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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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沃伦诗歌中,这种内在时间具有心理的、个体的特征,与童年、自我相一致,更接近生

命存在的本质和体验,它首先在孩子身上得到清晰体现,与之相反的亚里士多德时间观, 则

主要表现在成年人身上。如 小男孩丢了鞋 一诗写傍晚时一个小男孩丢了鞋子的事, 诗的

开头一节是: 小男孩在田里丢了他的鞋。 /不在乎,他一颠一跛回家,拿着根棍子抽打秋麒

麟草。 /回去找鞋。我是说,马上! /他去了,不再唱歌,田野广大 ( CP 307)。这四行诗首

先是两种语调的强烈对比:一种是对小男孩的慢腾腾的动作的描述,另一种是尖利、世俗的

命令。与之相应的是对待时间的两种不同的时间观念:一种是孩子的, 虽然已经天快黑了,

虽然他丢了鞋子,但仍然满不在乎, 晃晃荡荡并不急。另一种则是成人的, 相信 时间是钱

而太阳已低垂 。两种时间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我不清楚你为什么晃晃荡荡并不着急。

诗人在结尾处写道: 群山侧身。它们看着。它们明白。意在表明孩子的世界反而与自然

更加接近,或者说,童年体现人类的自我、生命的本真。这样,就赋予了这种时间和诗歌以生

命属性。

另一方面,既然奥古斯丁的内在时间是个人化的、独特的,也必然是形象的、具体的, 是

可感受的可经验的,而不是抽象的机械的。如我们听到 时间之茎无磨擦声的倒伏 、地球

在它的轴上转着,或历史 /浸在黑暗里, 像一根漏水的管子在地窑里 ( 夜鹰 , CP 326)。

看到时间的 二重性盘曲在时间中就像 /水牛粗的蛇盘曲在仍在长叶子的秋天 ( 时间的

二重性 , CP 544)。这种形象而具体的特点,既是奥古斯丁时间的特征,也是艺术表现的特

征,而这种时间观的引入, 必然增强了沃伦诗歌的艺术表现能力。

奥古斯丁时间观作为一种内在的时间观, 不仅为沃伦诗歌提供了接近生命本质、增强艺

术性的方法,而且为沃伦诗歌提供了认识自我本质的渠道, 必须借助于回忆 (想象 ) ,这种时

间艺术才能发现。这样,就体现了诗歌和时间的价值所在。如 奥都本 一诗开头即强调人

的本质在于 成为他自己 ,而所谓的成为自我的经历, 这样 一个真心喜悦的故事 , 故事

的名字将是时间 ( CP 267)。

沃伦在运用奥古斯丁时间观时,还经常与亚里士多德时间进行对比。 亚里士多德的

时间论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对时间这一现象的详细解释,它基本上规定了后世所有的人

对时间的看法 (海德格尔 33)。通常,亚里士多德连续时间主要是作为破坏性的因素和灭

亡的原因,对人的生命、理想侵蚀。而对沃伦而言, 这种时间是与现实几乎等同的。长诗

读到深夜, 水银柱下降 中父亲的经历反映了这种亚里士多德时间的侵蚀性: 父亲年轻时

候写诗、读书,充满理想,但是后来由于养家糊口的现实责任而放弃了曾经的理想,并否定了

曾经的理想。这样,时间就作为否定的因素,侵蚀了人的激情和理想,便是这种连续时间的

证明。另一方面,这两种时间通常是纠缠在一起的,如 读到深夜,水银柱下降 所写的: 而

历史, 巨大的 /吃着梦、秘密、任意材料的饕餮, 和 /真实的冷藏者 ( CP 314)

这里,历史作为时间的一种形式,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侵蚀着人的理想,另一方面也潜

藏着真实,提供了通过回忆而展现的可能性,因此隐含着两种时间的冲突和磨擦。两类时间

之间的磨擦 在他后期诗歌中是一个被持续地关注的问题 ( Szczesiul 180)。用沃伦所属的

新批评 的常用术语来说,这种磨擦和对比形成了诗歌内部的 张力 ,赋予了两种时间更

为广泛而又相互对立的价值内涵:理想 -现实、激情 -冷漠、心灵 -实在。

克莱门特认为, 沃伦的诗歌, 与伟大的或重要的诗人的大多数作品一样, 在痛苦中开

始 通过黑暗前行到达死亡 然后 清楚地知道人类肉体所要继承的不可解释的暴力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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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它所赢得和集合的幻影, 在再生、真相、自我, 甚至欢乐中结束 ( C lements 233)。沃伦

的这一旅程,是在奥古斯丁时间观指引下穿越过去和现在、到达未来的旅程, 构成了沃伦终

生以爱为主题的诗歌创作的重要部分。

注解 Notes

本文所引沃伦诗歌全部出自W arren, Robert Penn. Co llected P oem s of R obert PennWarren. Ed. John B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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