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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化与非历史化，是一对用来描述诗歌（当然也包括其他文学样式）写作与“历史”(时代、社会)
关系的指称。主张历史化的诗歌写作者和诗歌理论家，要求将诗歌写作置于“历史话语场”中与“历

史”保持亲密接触和高度对应。主张非历史化的要求诗歌写作成为“飞翔”于历史之外的绝对诗歌行

为。历史化诗歌写作岿然不动的地位，一直延续在中国大一统的诗歌场域。然而，新时期中前期，诗

歌写作的非历史化现象激昂抬头。该时期非历史化诗学意识的主旨动机和核心内涵在于使诗歌写作

摆脱权威意识形态的束缚和政治权力的绑扎而成为一种自主、自律、自觉、自足、“使诗歌回到诗歌”的

“独自去成为”的话语行为。不幸的是，非历史化写作对“非历史化”加以了极端、激进体认和运用，使

得“语言本体”、“生命本体”、“不及物”、“纯写者姿态”、“为永恒操练”、“回到诗本身”等上升为诗学层

面的真理性和本质性命题，并由此“把所有带有社会历史印记的诗作目为‘不纯’的诗歌而设定为需要

超越的对象”[1]，导致诗歌写作蜕变成了“孤立地悬空在生活的历史进程之外”[2]的“话语遣兴及梦境

漂流”[3]行为。为了把诗歌的根系重新拽回现实的土壤，新时期以来，反拨非历史化的历史化诗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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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也涌动在中国诗歌版图上。然而，这历史化绝非原路返回和老调重弹的历史化，而是超拨、提升了

的历史化，这种超拨和提升就在于对历史化与非历史化的综合，而且是融会、合成、提炼性的而不是机

械包罗、简单叠合性的综合。综合性的历史化诗歌写作涵纳的诗学特质的“新”主要有：1. 非意识形态

化；2. 修辞技艺、审美本位；3. 主体性。

一、非意识形态的历史化写作

出于冲破政治意识形态写作的良好意愿，新时期中前期的部分诗歌写作者来不及对历史化诗学

意识进行学理性的梳理、辨析就仓促、急切地提出并大面积落实着非历史化的诗学主张。其实，历史

化写作不一定就是意识形态写作，更不一定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写作，所以，用极端、纯粹的非历史化写

作来对付、颠覆意识形态写作，难逃片面和绝对之嫌，或者说有“过度纠偏”的味道。新时期重新出场

的历史化诗歌写作，正是对这种“过度纠偏”的纠偏。一方面，它承接和延续了中国传统诗学中“本乎

情性，关乎世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等精神立场，让诗歌触须游荡进时代、社会、历

史的方方面面，从历史渊源和现实维度上沉着应对外部世界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化，有效且有力地表达

诗人对于现实和自身心理的微妙体验和沉痛之感。另一方面，它又捍卫和挺立着非历史化诗歌写作

的非意识形态精神操守，介入历史而不被历史裹胁，不被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吞噬和收买，始终坚执面

对、分析、处理、体验历史的自我性、独立性和差异性、具体性。新时期以来诗歌写作的历史化是“非意

识形态的历史化”——综合了传统历史化诗歌写作的“历史”意识和非历史化诗歌写作的非意识形态

立场。事实上，不论是“知识分子写作”阵营还是“民间写作”群落中的重要诗人，都使诗歌笔尖游走在

了沉甸甸而又活生生的历史时空，以个体的心灵经验、感悟，用个我的策略捕捉、呈示，打造了典型的

非意识形态的历史化诗歌文本。如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欧阳江河的《傍晚穿过广场》、西川的

《致敬》、张曙光的《岁月的遗照》和孙文波的《在无名小镇上》、肖开愚的《国庆节》等等。

新时期非意识形态的历史化诗歌写作的向度之一是把诗歌视线再度投入时代、社会、国家的政治

文化生活。“政治已经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我们必须承担的命运的一部分”，既然政治生活无法

回避，它就必然要作用于内心并产生相应的政治情感、思想和意识，因而也就有了用诗歌和其它文学

形式将其托出的需要和可能。欧阳江河不无辩证和中肯地指出：“强调政治写作神话的终结是一回

事，注意到政治并非处于生活和写作之外、也非缺席于生活和写作之中是另一回事。”[1]必须看到新时

期历史化诗歌写作再度掘进时代“噬心主题”的非意识形态特征。这种非意识形态特征体现为以政治

为对象题材的诗歌写作不是政治写作而是写作政治。首先来说，它不是一种政治行为而是一种独立

于政治之外的诗歌写作行为。“永远消失了——/一个青春期的、初恋的、布满粉刺的广场。……一个

露出胸膛、挽起衣袖、扎紧腰带/一个双手使劲搓洗的带补丁的广场”（欧阳江河《傍晚穿过广场》）。这

是诗人对“广场意识”、“广场精神”的消失的沉痛、凝重表达。显然，这表达纯属诗人倾吐、投递个人思

想情感的诗歌写作行为，而并非为了动员、鼓舞“广场活动”的政治行为。其次，政治只是这种写作的

分析和处理对象而不是它的服务、配合对象。“那个自大的概念已经死去/而我们有这么多活生生的话

要说”（肖开愚《国庆节》）。的确，“反政治”即消解宏大的政治说教和灌输，是新时期诗歌所写作的政

治之一。陈东东的《八月》、柏桦的《生活》、孙文波《在无名小镇上》《地图上的旅行》等也写作了这一政

治。除了成就诗歌之外，无论是客观反映这一政治还是主观表达对这一政治的情感、思想，都没有诗

[1]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见《站在虚构这边》，〔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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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之外的政治需要服务、配合。再次，这种写作所传达的是政治作用于诗歌写作者精神心灵产生的政

治情感、思想和意识而不是政治指派、分配给它的思想、意识、情感。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借追思帕

斯捷尔纳克来呼吁、诉求知识分子的自由意志、独立品质、介入意识，这一政治情感、思想显然是上个

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的时事境遇和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普遍下滑的现实状

况激发王家新的内在心灵的结果，而不是外在政治力量的政治观念、主张借王家新之笔的搬运、转

送。最后，就功效来说，这种写作无意于“按社会思潮或社会需要去编诗”因而很可能对政治行为产生

不了实际影响，而如果它“或多或少”对政治“行为发生影响”了，也是因为它“影响到了我们的情感”[1]

所致。

“置身俗世浊流，体验着个体的生命感受，同时关注群体的生存处境，并且思考人类共同的精神话

题”[2]，是新时期非意识形态历史化诗歌写作的另一重要向度。按照臧棣的说法，这是一种“以期在不

拘一格的艺术视野中挖掘尽可能多的诗意，更深切地触及我们在本土现实中所意识到的具有普遍意

义的人的困境、希望、欢悦、悲痛和存在的奥义”的“时事诗”[3]。尽管这种历史化诗歌写作在精神上指

向的是“普遍”、“整体”、“人类”，但在实际操作中把握、分析也就是“记录”和“研究”的却只是“个人”、

“自我”。在其中，写出了个人也就写出了集体，个人和集体达成了内在的通约和呼应：“强调个人经

验，并不意味着对人类集体经验的逃脱，而恰恰是期望以它的独特性质以及由此带来的区别性而对人

类的集体经验加以丰富。”[4]正是把写作“个人”作为立足点和内在依据，虽然也通向了“人类”、“普遍”，

但这种历史化诗歌写作还是成功逃脱了意识形态的追踪和羁绊。社会的巨大转型和断裂给人们的生

存处境、命运遭际造成了巨大冲击。作为时代的感应神经元，不少诗歌写作者审视、揭示了市场经济、

商品社会环境里人异化、畸变的生存状况、生命情形。然而，他们的诗作不是以“大一统”的方式对这

一生存状况、生命情形作整体、笼统的展示、揭露，而是将其分解、落实为具体、微观的人的生存状况、

生命情形。比如《边缘的人》中降服于物质诱惑而放弃了心灵守护的人的生存状况，比如《关于市场经

济的虚构笔记》里被市场主宰、吞噬而失去自主、自足能力的人的生命事实，比如《巨人》里受到商品不

可抗拒的侵占、压迫的人的麻木、沉迷状态。此外，西川《致敬》《凉》、孟浪《四川北路》、翟永明《壁虎与

我》、张曙光《西游记》等或者着眼于知识分子，或者着眼于女性，或者着眼于日常生活中的人展显了现

代社会人们普遍面临的现实精神困境。

二、审美本位的历史化写作

被狭隘地理解和处理为历史化写作的政治写作和群众写作的动机在于历史动员、政治鼓动、意识

形态教化，而不在于用诗歌审美品格净化人们的精神心灵、滋润人们的感性空间、提升人们的生命境

界，从而审美、诗意地把握、认知世界和生命。这种为了现实政治功利目的而轻视或忽略了诗歌美学

本质和内在规定性的异化、“非诗”、“伪诗”写作，运用的方式是那些能快捷、简便地“传达”和“转播”政

治意图、历史观念的“标语”、“口号”，而不是写作诗歌应有的修辞技艺、表意策略和文体样式。而在新

时期中后期风靡一时的非历史化写作，则强行斩断了语词与现实的应有联系，将语言硬性搬运到纸上

[1]〔美〕艾伦·退特：《诗人对谁负责？》，见赵毅衡《“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24页。

[2]温远辉、沈奇：《“顽固理论化”时代里的诗学品质》，见杨克《90年代实力诗人诗选》，〔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9年

版，第589页。

[3]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见王家新、孙文波《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209页。

[4]曹文轩：《20世纪末文学作品选》（诗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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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砌其“美学乌托邦”。这种书写行为，固然有可能将诗歌纯度推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程度，却

不可能是纯“诗”写作而只是纯粹的文字游戏和语言排泄，因为，它既与心灵无涉也与精神无关——

而指涉并操作精神心灵，当是诗歌（包括其它文学艺术样态）写作的伦理底线。更重要的是，这是一

种“不面对历史，不深入到社会、人性、政治、文明的深处去从事勘测和批判，不去回答历史对我们所

一再提出来的问题”[1]的凌空蹈虚写作行为。可以说，对生活“失语”的所谓“纯诗”，由于文本“无意

义”而只能在人类的文化生活中成为无意义的文本，正如西川所诘问的那样：它“是否”“有资格承担

‘写作’之名”[2]？

新时期的部分诗歌写作者“把诗纠正为诗”的一个有力举措便是，对上述历史化诗歌写作和非历

史化诗歌写作各自进行“手术刀”行为，加以汇聚、凝练、提升，综合出修辞技艺、审美本位的历史化诗

歌写作。一方面，它在题材内容、写作对象上重新与“历史”接上了头。不管是欧阳江河《傍晚穿过广

场》、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陈东东《八月》、柏桦《生活》、孙文波《在无名小镇上》《地图上的旅行》、肖

开愚《国庆节》这类处理政治时事的诗篇，还是欧阳江河《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西川《致敬》、张

曙光《边缘的人》等分析市场经济境遇中人的生存状况的诗篇，以及西川《致敬》《凉》、孟浪《四川北

路》、翟永明《壁虎与我》等展显人类现实精神困境的诗篇，无不与“历史”建立起了密切的亲和关系。

另一方面，它通过有效运用修辞技艺、表意策略使得“历史”实现了充分的审美转化，并由此对诗歌的

本质属性、美学本位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新时期历史化诗歌写作各各不同的个人化美学特征的汇

合、集聚，在整体上把历史化诗歌写作的美学水准推向了新的高度。这种历史化诗歌写作处理、运作

“历史”以实现审美转化的策略、途径多姿多彩、竞相吐艳：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欧阳江河《傍晚穿

过广场》等以深邃、沉郁地抒发主观情思、意念为主，营造出厚重、大气、悲壮的审美品格；臧棣《巨人》、

白桦《未来》《衰老经》、陈东东《八月》、孟浪《四川北路》、翟永明《土拨鼠》等采取荒诞派手法和魔幻现

实主义手法，通过虚拟异化、扭曲了的政治空间、生存场景制造出新奇、陌生化的艺术效果；肖开愚《国

庆节》、孙文波《在无名小镇上》《在西安的士兵生涯》等充分运用有着特定诗学内涵的“叙事”手段，使

“历史”显影、使“事实”现身，从而获具直观、鲜活的审美特质。此外，也有的历史化诗歌，借助漫画手

法（如张曙光《西游记》等）、寓言手段（如欧阳江河《风筝火鸟》、翟永明《壁虎与我》等），戏谑、调侃“历

史”，从而生成悲喜剧交融的美学效果。西川的《致敬》可谓历史化写作的“大诗”、“巨诗”，这不仅体现

为历史内容的“巨”、“大”，也体现为表意策略的多样和艺术含量的繁富。诗歌综合运用了叙述、抒情、

哲思、箴言和寓言、漫画、荒诞、象征、戏剧化、蒙太奇等不同文类的修辞策略、文体形式，使诗歌呈现出

立体的美、磅礴的美。

上述历史化诗歌写作中的具体作品的表意策略、修辞技艺各各有别，呈现出来的美学特征也大不

相同。这足以表明，它们不是将重心和要务置于历史观念、意识的传达和历史立场、主张的投递，而是

以审美为本位和核心的。如果把里德“伟大来源于艺术的‘内容’方面，因此大致可以认为艺术之所以

‘伟大’是由于它表现了生活的‘伟大’价值”[3]和艾略特“文学的‘伟大性’不能单纯以文学标准来决定，

但我们必须记住，它是文学与否这一点却只能由文学标准来决定”[4]这两种说法结合起来评判的话，新

时期美学本位、修辞技艺的历史化诗歌写作不仅是“文学”写作，而且是“伟大”的。一些论者对其给予

了高度的“意义”评价：“它在根本上并不放弃使文学独立、诗歌自律的要求，但它却有效地在文学与话

语、写作与语境、伦理与审美、历史关怀与个人自由之间重建了一种相互摩擦的互文张力关系”，“成

[1]王家新：《没有英雄的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页。

[2]西川：《90年代与我》，〔石家庄〕《诗神》1997年第7期。

[3][4]转引自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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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既能承担我们的现实命运而又向诗歌的所有精神与技艺尺度及可能性敞开的艺术。”[1]为历

史而写作的历史写作与写作历史的诗歌写作属于两个不同的写作范畴：历史写作运用的是科学（政治

学、历史学、社会学）的话语方式，诗歌写作运用的则是美学（诗歌）的话语方式。对秉持历史化的诗歌

写作者来说，“诗的见证并不等于记录或‘反映’。……‘诗的见证’自始至终乃是一种话语的自我创

造，是以诗的方式对时代进行一种独特的透视和阐释。”[2]在他们的诗学立场中，只有以诗的方式“承

担”历史，以诗的语言处理现实并编码意识形态，才能做到对历史的审美转化。诗歌写作者提高“专业

水平”实现美学价值是为了对“历史真正有效的负责”，而只有对历史负责的美学才有真正价值，因而

对于诗歌写作者，美学价值的实现和人文价值的实现在事实上互为通道。诗歌写作者的“专业”和“行

规”的核心所在就是对诗歌话语方式的掌握和运用，也就是对诗歌话语所独有的修辞技艺、表意策略、

文体样式、语言风格的掌握和运用。

就像欧阳江河在“一切变得矮小了。石头的世界/在玻璃反射出来的世界中轻轻浮起”的时代，回

到了“穿上了瓷和玻璃的时装”的“高层建筑”包围的“广场”《傍晚穿过广场》那样，像西川在“要使血液

安静是多么难哪”、“毛发粗硬，牙齿锋利”并“喘着粗气”“嚷着厄运”的巨兽出没、“黑暗中有人伸出手

指刮我的鼻子”的“夜”里“致敬”（《致敬》）那样，新时期的历史化诗歌写作者在重新“脚踏实地”地回归

历史的同时，吸纳了“纯诗”写作的美学本位诗学意识。在写作过程中，他们是带着诗歌的意图而不是

历史的意图接纳、迎候历史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这些历史因子，其实是诗歌写作者为实施和

落实美学品格而采用和选取的“材料”和“质素”，因而也就是如兰色姆所说的，它们不过是依附诗歌

“肌质”的“构架”——当然必不可少——而显示出意义和价值的。另外，从写作效果来看，新时期的历

史化诗歌写作消解了审美只能以“琼楼玉宇”的面貌“高处不胜寒”着的虚妄神话，使得诗歌审美为历

史留出了空间，因而，它顺理成章地拓展了诗歌审美的资源，丰富了诗歌审美的可能性，使“一切物，一

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美是生活”的提法在诗歌写作中成为了事实。反过来看，又是因为诗歌写

作者通过诗歌写作对历史进行审美化处理和诗性把握，给历史搭建起了诗歌这一活动的场所和平台，

“给日常事物以新奇的魅力”并因此“把我们思想的注意力从习惯的嗜眠症中唤醒”[3]，从而诗化了历

史，“甚至”“把时代的核心命题最大限度地诗化”[4]了。

三、主体性的历史化写作

在政治写作和群众写作中，诗歌写作者要作的仅仅是“代言”和“转播”作为规范性意识形态的情

感和思想。显然，在这种诗歌写作者的精神心灵并不参与和介入的写作中，诗歌主体是政治主体、群

众主体而不是诗歌写作者。因此，这是一种非主体性的历史化诗歌写作。新时期中前期非历史化的

诗学意识，暗含着把放逐了的诗歌写作者“请”回诗歌主体“宝座”的吁求和呼告。事实上，撇开纯粹制

造语词垃圾、文字废品的所谓“纯诗”写作外，新时期的许多非历史化诗歌写作样态都是“使诗人回到

诗歌”成为诗歌主体的诗歌写作。问题在于，这些写作是以非历史化作为写作前提的，这就必然使得

“荣幸”成为了诗歌主体的诗歌写作者却不幸成为了与当下生存脱节、与历史境遇隔绝、与现实社会无

[1]王家新：《从一场濛濛细雨开始》，见王家新、孙文波《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版，序言第4页。

[2]王家新：《没有英雄的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页。

[3]〔美〕克利安思·布鲁克斯：《悖论语言》，见赵毅衡《“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页。

[4]陈超：《求真意志：先锋诗的困境和可能前景》，见陈超编《最新先锋诗论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

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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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的“超人”：或者思想凌空、或者精神蹈虚、或者灵魂远游、或者耽溺于生物性的吃喝拉撒性、或者在

自我意识与自我无意识的黑色沙漠里摸爬滚打、寻幽探秘……既然社会属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

之一，严格说来丧失社会属性的生活就应是“非人”的生活，故而这种写作本身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就失

却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然，无价值和意义的诗歌写作中的写作主体也只能无价值和意义。

新时期的历史化诗歌写作将从非历史化诗歌写作中摄取的让诗歌写作者归位于写作主体的原则

方针和从历史化诗歌写作中摄取的把诗歌写作安置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化精神立场综合、化约在了一

起，从而使得诗歌写作成为了主体性的历史化写作。这种主体性首先在于诗歌写作者“勇敢地刺入当

代生存的经验之圈”[1]，撇开一切宏大的意识形态纠缠，用自己的眼光扫描、注视社会现实、历史境遇、

人类命运，用自己的“头脑”去“认识与反映”它们。“像这些旧照片/发黄、变脆，却包容着一些事件，人

们/一度称之为历史，然而并不真实”。对于历史的不真实、不可靠这一普遍性、共识性认知，张曙光的

短诗《岁月的遗照》不是通过整体、宏观的抽象演绎而是以诗歌主体的自身经验——对旧照片的回忆、

联想——为依据加以言说：“而那一切真的存在/我们向往着的永远逝去的美好时光？或者/它们不过

是一场幻梦，或我们在痛苦中进行的构想？”主体性进一步体现在，它不仅“记录或‘反映’”历史，而且

还要“以诗的方式对时代进行一种独特的透视和阐释”，以“把自己纳入到时代的具体境遇中去讲话”
[2]。而且，主体化的阐释、评判不是“凌空蹈虚”、“无根失据”的，因为它是诗歌写作者与历史“交合”的

产物、与现实拥抱的结果。“你身边走过的成年男女，活着就是死了。/只有在永恒的废墟上才会散着

这些不朽的儿童”，“那样，这些儿童终身将幸福地与猛虎、雄狮相伴。/——这是鲁迅公园的遗址？

哦，这分明是鲁迅的前身。”对于精神失守、灵魂下滑的时代图景，《四川北路》中的诗歌主体（既可以是

诗人孟浪也可以是隐含作者）给予了发自自身的无情批判和强烈控诉。主体性还体现在他的精神心

灵要像保尔·萨特所说的那样“弥补”和“纠正”现实：“正是从这个世界的情况出发，医生将为它的具体

解放而施行手术：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异化、处境和历史，我应当把它重新修复。”[3]新时期的历史化

诗歌写作者把热切、强烈的“历史关怀”与丰富、充盈的“历史想象力”最大程度地结合起来，用话语建

构起一个超越出并足以与“肮脏”、卑污的现实对抗的理想图景。在《在傍晚落日的红色光辉中》里，当

“城市”成为“巨大的狩猎场”或成为“可以吞食任何东西”的“老虎的胃”，当“我们当然不能像他们一

样，步他们的后尘”“不单虚构出了一个伟大的天堂，/而且还虚构出了我们可能的来世”，孙文波便以

诗歌主体的身份进行了如是“虚构”：“我们的虚构应该更加宏大，它可以/给予一只鸟人的灵魂，给予

一块石头/飞翔的能力，给予一朵花在火焰中盛开的特性。”

生命体验、意识、欲望、命运、死亡、存在……生命写作是诗歌领地上一隅长盛不衰的景观。新时

期历史化写作，同样不排拒生命写作，同样有能力分析、应对、处理“生命”，有能力在“批判、讽刺和质

疑、反对制度化的东西的同时，探索着自我的欲望、生命和灵魂”[4]。与非历史化的生命写作不同，在历

史化写作立场的驱动下，对于生命它击破了“永恒”神话、粉碎了“普泛”虚构。所谓永恒的人性被落实

在了具体的人在特定的历史境遇、现实生存中的生活行为和方式中；所谓普泛的生命体验、感受、意识

[1]陈超：《求真意志：先锋诗的困境和可能前景》，见陈超编《最新先锋诗论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

版，第2页。

[2]王家新：《没有英雄的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页。

[3]〔法〕让—保尔·萨特：《为谁写作》，见胡经之、张首映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第122页。

[4]肖开愚：《90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见陈超编《最新先锋诗论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

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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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分解成了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生活现场、现实情形中的生命体验、感受、意识；所谓终极意义、本质性

的命运、死亡、存在也“现身”、“显影”为了真实处境、客观情景中的现象命运、死亡、存在。翟永明的

《盲人按摩师的几种方式》《道具和场景的述说》将普遍、一般意义的生命体验、生存意识化约、实现在

了盲人对身体的揉捏、对生命的揣度之中和戏剧演员对道具的运用、对演出场景的掌控之中。西川的

《一个人老了》则将对于命运、死亡、生存的体悟、领会，具体化为对老人的生命事实、生存状况的观照：

“一个人老了，徘徊于/昔日的大街。偶尔停步，/便有落叶飘来，要将他遮盖。”这种历史化的生命写作，

使得诗歌写作者把“普遍”、“永恒”和“实存”、“具体”纠缠在了一起，准确取代了空洞的美，有限取代了

无限，实现了狄尔泰所提出的“通过体验生活而获得生命价值超越”的生命写作价值取向。

少数所谓“日常生活”写作或被称为“生活流”的诗歌写作，主张“冷抒情”、“平面化”和“客观叙

事”，只对“本真”、“原生态”的生活进行现象学还原。这类所谓“白色写作”、“中性写作”或“零度写作”

的“可写性文本”有的只是对琐屑、无聊、庸常的凡俗（甚至低俗）生活的描述、平移，而没有诗歌写作者

的分析、批判、质疑和提升，因而是丧失和弱化了诗歌写作者的主体性的，或者的确如巴特、福柯们所

说是“作者死了”的。新时期的历史化诗歌写作，把“日常生活”扩容为“历史”内容作为了写作的重要

对象。然而，它却不是对“日常生活”的机械复制和冷面描摹，而是将自己的情感、心志、智识注入其

中，既主动面对、应付，积极判断、阐释，又勇敢质疑、批判，大胆纠正、重建，做到了像布拉克墨尔所说

的“给予混乱的，失去根基的，被折磨的生活以秩序”[1]。这样，它就鲜明、炽烈地张扬了诗歌写作者的

主体精神，把“日常生活”写作引领进了主体性的历史化诗歌写作航道。在大力主张并践行将“叙事”

引进诗歌写作的肖开愚、孙文波等诗人这里，具有历史内容的日常生活正是着力“叙述”并加以阐释、

评价、重建的“事件”。肖开愚的《国庆节》叙述了国庆节这天“我”以游历为主的日常生活，其中除了客

观化的行程描述，还存在诗歌主体对政治性见闻的大量否定、批判性阐释、评价。比如，对电视媒体美

化现实的事实，肖开愚给予了大胆揭露：“我租下的房子坐落在郊区的低矮的洼地/周围一片积水/出现

在这座城市制造的电视机的屏幕上/它宛如悉尼歌剧院，一幢波普建筑，那么浪漫。”孙文波的《在无名

小镇上》《在西安的士兵生涯》等诗篇，也将具有“历史”含量的日常生活处理为了叙述对象，同时诗歌

主体对历史内容的阐释、评价穿插其中。

诗歌写作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向度。前者指的是诗歌的题材内容应该

联结于“历史”、思想意涵应该作用于和影响到“历史”，后者指的是诗歌写作者动用表意策略、修辞技

艺打造的艺术形式应该给人以审美愉悦、享受。绝对的历史化诗歌偏执于内容的“历史”性而轻视了

形式的审美性，极端的非历史化写作则沉没在形式的泥淖而脱节于了“历史”。新时期以来综合了绝

对的历史化和极端的非历史化的诗歌写作的意图在于，既把诗歌写作拽回“历史”又将诗歌写作拉向

“诗歌”自身。因而，无论非意识形态还是审美本位、主体性，这类诗歌写作所具有的这些“新”特质，都

是超越、反拨绝对的历史化写作和极端的非历史化写作收获的结果。显然，这些新特质于诗歌写作而

言具有本位性和本体性，是诗歌写作的内在规定和本质要求。正因为如此，新时期以来综合性的历史

化诗歌写作满足了诗歌写作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指标，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诗歌写作的合理路向。

〔责任编辑：平 啸〕

[1]转引自赵毅衡：《“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引言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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