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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水水》中的政治、战争与诗意 

                                                                      

吴晓东 

                                    

内容提要  卞之琳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所叙述的故事时间跨越抗日战争爆发到皖南

事变的历史时期，空间则围绕四个城市（地域）——武汉、成都、延安、昆明展开，以男女

主人公在几个空间的行迹以及两个人的‚悲欢离合‛为线索，力图在战争历史时空中展示知

识分子的心理、情感和思想历程，堪称透视 20世纪 4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不可多得的心

灵档案。小说的几个地域空间背后隐含着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含义，尤其书写延安的两章，更

集中表现了卞之琳的政治感觉和政治意识，对于认识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具有

不可替代的认识价值。小说表现出的政治话语与诗意话语的纠缠，尤其有助于考察审美与政

治既互渗又对抗的复杂性。本文选择小说中的修辞作为一个具体的切入视角，试图探究《山

山水水》中的比喻象征修辞是怎样在塑造诗性文体的同时，成为卞之琳思考战争年代诗意与

政治、诗意与战争之间的关联性的一种独特的诗学形态。 
 

卞之琳创作于 1941 年到 1943 年《山山水水》是一部令人怅惘的小说。现存的《山山

水水》仅是原稿的不到十分之一，而残存下来的几章断片，是卞之琳 1940 年代在报刊上陆

续发表的部分章节，而原稿已被卞之琳在 50 年代初付之一炬。 

卞之琳在 1978 年回顾说，他创作《山山水水》，是“妄想写一部‘大作’，用形象表现，

在文化上，精神上，竖贯古今，横贯东西，沟通了解，挽救‘世道人心’”
1
。小说追求严

整的结构，哲理的运思，细密的肌理，诗化的比喻，虽然目前所能看到的仅是断片，但即使

从残存的部分，也大体可以一窥全豹，从中看出卞之琳建构一种具有总体性的小说叙事图景

的宏大企图。 

《山山水水》的故事时间段始于抗战初期，终于皖南事变，空间则围绕四个城市（地

域）展开，以男主人公——研究交通史的学者梅纶年和女主人公林未匀在几个空间的行迹以

及两个人的“悲欢离合”为线索，力图把主人公的经历置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在战争背景

下展示知识分子的心理、情感和思想历程，堪称透视 20 世纪 40 年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不可

多得的心灵档案。小说第一卷的地点是武汉，写战争初期知识分子流亡和迁徙的历程。第二

卷是作为所谓民族复兴的根据地的大后方成都。从武汉赴成都也是卞之琳自己的现实经历，

战争初期的卞之琳曾经在四川大学与朱光潜等人共事。第三卷的地点是延安，也以卞之琳自

己的经历为蓝本。1938 年夏卞之琳奔赴延安，随后又随陈赓的军队辗转于太行山，有着延

安和敌后根据地的双重生活经验。第四卷写的是昆明，1940 年夏天，卞之琳到西南联大任

教，担任文学系讲师。抗战期间在祖国的版图颠沛流离是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具有普遍性的

遭际，但如卞之琳深入过敌后，又有国统区的经历，到过延安，最后落脚昆明学院的知识分

子却不算多
2
。他所经历的几个地域空间背后都隐含着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含义，尤其是卞之

琳去过延安，将近一年之后又离开，对延安的观感就与最终留在延安的知识分子譬如何其芳

不同
3
。而卞之琳残留的《山山水水》中描写延安的部分，集中流露了作者的政治感觉和政

治意识，书写了卞之琳对个人和群体、小我和大我、诗意与政治的关系的思考，其中表现出

的政治话语与诗意话语的纠缠，尤其有助于考察战争年代诗意与政治既互渗又对抗的复杂关

系。 

从诗意和政治的关系入手，构成了讨论《山山水水》的一个可以尝试的视角。而卞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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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以文本的形态呈现了小说中的人物是以怎样的心态和体验介入了延安的政治生活，同

时也在小说中自觉甚至集中地思考了政治，小说中的政治话语具有无法替代的独特性。同时

这种政治话语又与个人性的话语或者说诗意话语渗透纠结在一起，有助于我们考察延安时期

诗学是怎样与政治结合为一体的。审美是不是可以独立于政治的因素？审美如何渗入了政治？

审美最终屈从于政治，还是表现为一种微妙的颉颃关系？因此，考察《山山水水》中诗意与

政治话语的互渗乃至对抗的关系，构成了本文的出发点，并以小说中大量存在的比喻修辞作

为具体的切入视角。《山山水水》让我们意识到，小说中的比喻修辞在塑造诗性文体的同时，

成也为卞之琳思考战争年代诗意与政治之间的关联性的一种独特诗学形态。4
 

 

                                    一 

 

《山山水水》中的政治感觉和政治意识在以延安为中心地域的两章中主要表现为对个

人和群体、小我和大我、诗意与政治的关系的思考。战争动员期间知识分子选择小我向大我

的投入，小我最终服从于大我似乎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尤其在战区延安和敌后根据地似

乎就更别无选择。但是，我们透过梅纶年的叙事视点和心理活动，可以感受到他在这个小我

向大我融入的过程中更细微复杂的心理过程，可以看到像卞之琳这样多少具有小资情调的知

识分子在告别“个人主义”的过程中内心的复杂活动，既想扬弃小我，又有一点点内心的挣

扎，对个人性的诗意话语也恋恋不舍，多少印证了李泽厚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判断和概括。在

《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一文中，李泽厚曾分析过现代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的矛

盾的心态和“忠诚的痛苦”：“一面是真实而急切地去追寻人民、追寻革命，那是火一般炽热

的情感和信念；另面却是必须放弃自我个性中的那种种纤细复杂和高级文化所培育出来的敏

感脆弱，否则就会格格不入。这带来了真正深沉、痛苦的心灵激荡。”5卞之琳的心灵激荡或

许没有李泽厚说的这样严重，这与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就离开了延安有关。而卞之琳的作

客之感也使延安时期政治对他的压力相对较小。抗战初期共产党的政策是来去自由，而卞之

琳“无党无派，无所顾忌”，《山山水水》也是离开了延安在思想相对自由的西南联大写就，

其中传达的人物心理体验相对来说可能就更为真实，也更有丰富性和复杂性。 

《山山水水》中关于延安部分残留有两章，一是《桃林：几何画》、二是《海与泡沫》，

《海与泡沫》1943 年在《明日文艺》上最初发表时名字叫《海与泡沫：一个象征》，题目中

的“海”与“泡沫”两个意象都是作为比喻修辞的喻体形式呈现的，而“一个象征”则强调

了比喻的喻体本身同时蕴含着象征意义。从创作技巧的意义上说，在标题中就直接点出比喻

意象的象征性，其实是一种很直露的叙事的自我指涉，反映出作者太过鲜明的修辞意图。但

以“海”与“泡沫”的比喻意象为题并且强调其中可以升华出的象征性，也使我们看出作者

不满足于单纯地描述现实生活，而力图以诗意方式对现象进行抽象升华和哲理概括的意向。

这与卞之琳抗战前的诗歌创作是一脉相承的，卞之琳战前就表现出“喜爱淘洗，喜爱提炼，

期待结晶，期待升华”6的追求，其结果是诗中积沉了不少人生哲理，诗歌成为向哲理境界

升华的结晶。这种提炼与升华的诗艺也沿承到《山山水水》的小说技艺中。 

《桃林：几何画》一章的标题也异曲同工，如同“一个象征”，“几何画”也是抽象化

的方式，表达出卞之琳试图对桃林的场景进行诗意升华乃至几何抽象的企图。在这一章的结

尾，卞之琳借助梅纶年的内心视角传达出小说人物对刚刚经历的延安日常生活的超越：“这

些实际上的细节在纶年都不大在乎，他是陶醉于那几笔弧线了。”所谓的“几笔弧线”不是

存在于生活中的真实弧线，而是纶年想像中的画在天空上的弧线，所以是虚拟的和抽象的存

在。40 年代卞之琳的西南联大同仁都表现出这种对几何美和抽象美的兴趣，沈从文在《烛

虚·五》中写道：“表现一抽象美丽印象，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似乎又不如

音乐。”文字在一系列媒介组成的等级链中居于最低的一环。所谓“烛虚”的“虚”正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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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的抽象情境。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小说《看虹录》、《虹桥》等都体现出对抽象的生命形式

的执迷，“虹”的形态除了具备七彩颜色的纯粹美感外，彩虹的弧线本身也有一种几何之美。

冯至也表现出这种对弧线的热情： 

我们常常看见有人拾起一个有分量的东西，一块石片或是一个球，无所谓地向远

方一抛，那东西从抛出到落下，在空中便画出一个美丽的弧。这弧形一瞬间就不见了，

但是在这中间却有无数的刹那，每一刹那都有停留，每一刹那都有陨落……若是用这个

弧表示一个有弹性的人生，一件完美的事的开端与结束，确是一个很恰当的图像。因为

一段美的生活，不管是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的一

个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
7
 

卞之琳所命名的“几何画”以及梅纶年所陶醉的“弧线”也同样透露出对几何美，形式美，

抽象美的热衷，反映的是小说所内含着的一种从日常生活中升华和抽象诗意的创作主导动机。 

这种诗意化的动机必然导致小说中的诗性话语，而从《山山水水》的总体创作意图上

看，这种诗性话语的建构其实构成了《山山水水》的一种具有整体性的诗学视景，不仅仅是

为了使小说文体兼容诗性文体，更重要的是其中暗含了卞之琳以一种诗意的升华方式处理延

安时期的心理体验、日常经验和政治感受，试图以诗意话语去兼容和呈现群体政治话语的政

治无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山山水水》中的诗意话语既是一种个人性的美学话语，同时又

不是孤立的存在，文本中的诗意同时也是政治的某种症候，诗意在《山山水水》中恰是通过

把政治诗意化的过程而成为一种“政治的诗意”的。因此看看诗意怎样具体地介入了延安政

治进而怎样介入了特定的历史时期，可能是有意味的视野。诗意与政治的协商、渗透、颉颃

与对抗的诸种关系直接导致了卞之琳关于延安话语的复杂性，卞之琳延安时期的诗学图景也

由此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性。而《山山水水》中的政治诗意化的具体途径，就表现在比喻

和象征性的话语修辞之中。 

因此，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是《山山水水》中的诗意想象、诗化细节与政治符号、政治

语境之间是如何具体纠缠在一起的。两者在互渗中相纠结的图景直接表现在话语修辞的层面。 

《桃林：几何画》一章中借助人物立文之口对比了战前的蓝若冰来到延安后的变化： 

‚如果你们二位，‛她看看亘青和纶年，‚当时也在汉口，见过若冰，隔了一长

段时间，或者就是隔一长段空白，如今再见她，你们真不知会多么惊讶！你们看看她的

头发。‛ 

她的头发一点也没有什么特别。短短的，脑后被军帽完全盖住了，鬓角露出来也

就和立文的相仿，只是额上发丝露出得很多，可是也没有超过一些爱好的女同志。 

‚你们不知道她在汉口的时候还把头发留得多长，‛立文就解释，‚把它剪短，是

多大的牺牲，多像一个悲剧里的姿态！那时候她真像老是要演悲剧的样子，脸蛋那么苍

白。身上老是穿一件黑衣服。‛ 

现在她除了一双大得过分，有点像西洋颓废派画的眼睛以外，面上深了一层颜色，

衣服上浅了一层，排在这里的一般女同志队列里，没有什么异样了。普通女孩子到北方

来，住了几个月，不知道由于吃的小米与女性生理上有特殊影响呢，还是由于精神上的

变化，差不多全把颈脖子长肥了，也就显得短了，连立文也逐渐有了这个倾向，若冰却

还保持了例外。她腰里也和一般女同志一样，断然不忘记紧紧的束一条皮带，脚上穿的

草鞋也和一般女同志一样的喜欢加一点花样，只是她的是黑底子的，尖头上钉了红泡花。 

‚你们想不到她原先多像亘青从前笔下的人物，‛立文又提起了。 

‚她这双眼睛，‛纶年想，‚的确还在亘青的那些梦境里有位置：一对蝴蝶变的，

老是在那里拍着，拍着，像要飞走。‛ 

可是那一对蝴蝶忽然向纶年的方向扑几下……
8
 

诗化的细节和比喻型叙事是卞之琳在《山山水水》中生成诗意话语的核心手段。上面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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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地表现出卞之琳对比喻修辞的情有独钟。草鞋尖头上钉的“红泡花”构成的是若冰的转

喻，“蝴蝶”则是若冰大眼睛的隐喻。“那一对蝴蝶忽然向纶年的方向扑几下”，则直接让喻

体“蝴蝶”获得了叙事动力，酷似废名在《桥》中发明的喻体叙事功能。
9
这一段中，“蝴蝶”

的比喻极具修辞功能，目的就是把若冰抗战前后进行对比，以突显战争和地域以及政治空间

带给她的变与不变。战前的若冰是燕京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小说借助女主人公林未匀的视角

形容她“一对美丽的大眼睛点化得苍白的脸蛋梦一般的不可捉摸，而苍白的脸蛋又把周围的

黑头发和身上的黑丝绒小大衣陪衬得很有神，不由观察者不想象自己面对了一位希腊悲剧里

的主人公”。但这一典型的小资女性来到延安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延安的群体政治对个体

的改造首先表现在身体的改造上，从短发、军装到草鞋，都是战时群体生活和军事化管理的

结果。在立文看来，把长发剪短，还隐含着一种悲剧姿态，甚至称得上是一种“牺牲”。 

但前引细节在表现群体政治对若冰的规训的同时，也表现了若冰的爱美之心，草鞋喜欢

加一点花样，尖头上钉了红泡花，腰间也“断然不忘记紧紧的束一条皮带”，“断然不忘记”

的修饰性状语强调的就是若冰作为一个女性的爱美之心。紧束的皮带既烘托了女军人的飒爽

英姿，又突出了女性的腰身。不过作者更想突出渲染的，是若冰身上还残留着一般女同志可

能不具备的个性化的痕迹，眼睛“大得过分，有点像西洋颓废派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卞

之琳强调若冰“原先多像亘青从前笔下的人物”。身为作家的亘青赴延安之前曾经创作了一

部题为《掠影记》的作品，而所谓“亘青的梦境”指的正是《掠影记》中的意境。小说中称

若冰是亘青“最好的读者”，从北平流亡出来的时候身上只带一本书，就是这本《掠影记》。

“你现在要想在这里找《掠影记》只有从她那里。”所以若冰堪称是从《掠影记》中走出来

的人物。《山山水水》中的亘青是以何其芳为原型的人物，《掠影记》也正是在影射《画梦录》，

所以《掠影记》也是关于若冰的一种变相的转喻修辞形式，突显的是若冰身上的诗意的梦境

的残留。 

借助于若冰腰间紧束的皮带和草鞋尖头上钉的红泡花的细节在延安的日常生活中灌注

诗意的同时，卞之琳也就在小说的细节中催生成了诗意叙事。再如下面一段： 

若冰却一下子把大家的注意力推到了地上：‚看花瓣走路！‛她嚷了。 

‚走路！‛立文笑她说，‚风刮着飘罢了。‛ 

那一瓣落花却实在不是飘，切切实实的在无草的土块中间蹒跚着——被一只蚂蚁

抗着走！ 

‚当心草鞋头上的红泡花，‛亘青有兴致开玩笑了，‚别也给抗走了。‛ 

于是地上两朵花当真动了起来，只是没有一定的方向，也没有章法。脚动人不动，

若冰好容易折转了腿，用一只手撑了地，把两只脚都藏到一边去了，避开了四对眼睛。 

由蚂蚁扛着的一瓣落花引出若冰草鞋上的两朵花，接下来像电影中的特写镜头所展示出来的

若冰的脚、腿、一只手、两只脚以及同时凝视这一切的四对眼睛，用修辞学语言来概括则是

一种提喻，即用局部表现整体的方式，也是比喻的一种类型。提喻的主导修辞功能在于突出

若冰的身体细部，同样是在状写若冰特有的女性之美，同时还不断反打四对眼睛，也包括若

冰本人的眼睛。当然，女性主义学者可能会说这一段中隐含的是男性的不乏色情的眼光，或

许在《山山水水》中除了透视政党政治和群体政治之外，还隐含了离析出性别政治的可能性。 

这些比喻性的修辞和诗意化的细节在在表现了知识分子身上可能无法祛除的审美情调。

连纶年、亘青、若冰与立文四人的聚谈所选择的话题，也充满着美学的意味。《桃林：几何

画》一章中贯穿的话题是关于“空白”的话语，在小说中堪称是融美学和哲理于一体的诗性

话语。这一章以亘青和纶年的对话开头： 

‚满得很，索性让我们一直到里边去吧，‛亘青主张了。 

‚到里边去也许会找到空白，‛纶年回答。 

其实俩人不过是要找到桃林中人少一点儿的地方，但是纶年引入的却是太过学术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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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畴，于是关于“空白”就变成这一章的贯穿性话题： 

‚今天纶年老是提空白，‛亘青就说，‚空白可真有了用处，‘无之以为用’，笛子

没有空，也就吹不响。‛ 

“空白”和“空”也是卞之琳情有独钟的诗学理论。他的诗作《无题五》就以诗歌语言表达

了对“空”的思考： 

我在散步中感谢 

襟眼是有用的， 

因为是空的， 

因为可以簪一朵小花。 

 

我在簪花中恍然 

世界是空的， 

因为是有用的， 

因为它容了你的款步。 

卞之琳给诗中“因为是空的”一句曾经加过注释：“古人有云：‘无之以为用’。”这句“无

之以为用”同样被挪移到《山山水水》中，借亘青的口再度说出来，也表现了与卞之琳诗歌

创作的某种互文性关系。再如《白螺壳》：“空灵的白螺壳，你，/孔眼里不留纤尘，/漏到了

我的手里/却有一千种感情。”孔眼里不留纤尘的白螺壳，正因其“空”，才被诗人从中挖掘

出“一千种感情”。卞之琳对于“空”、“空白”、“空灵”一类的审美意识有特殊的敏感性，

在《桃林：几何画》中，则借助纶年的思考更为集中地发挥了“空白”美学的理论： 

提到空白，就不由不想起未匀就用空白曾经给了他多少启示。他只是跟她在一起看

一幅画的时候批评说空白太少了。他们从裱画谈到了印书。讲究书每面都留了很大的天

干地支，中外皆然，全有道理。他们一齐拥护新诗学西洋办法的分行，分节，文章分段，

仿佛空白里给了中国的新写作以多大的开展。而他现在也恍然了他曾经在什么地方发挥

过形容过的大热闹以后的大寂静也无非把空白用到声音上就是，也无非像用未匀给他的

一块白绸手绢信笔画上一幅空灵的山水而已。 

这一段堪称是关于空白之美的诗学论文，从裱画、印书的天干地支，到新诗的分行，再到大

热闹以后的大寂静，都渗透的是空白的美学。接下来小说还通过人物之口讨论“空白的紧张”、

“空白的无聊”、“空白的力量”等等，显示出作者把美学话语带入延安生活的日常性中的执

着努力，都透露出诗意和审美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要性。 

由此《山山水水》在修辞和肌理层面表征出《桃林：几何画》是一章以诗意话语为主体

的文本，尽管政治话语也不断的介入对话中，如“你们这些自由主义者”，“资产阶级的色情

意识”、“反对拖尾巴运动”10等，可以看出政治话语和诗意话语的交织与纠缠，不过还并非

是政治语境一统天下。 

 

                                    二 

 

而到了《海与泡沫：一个象征》这一章，政治性意味就明显加强了，诗性语言服从的是

政治的象征性，集中思考的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集体话语对个人话语以及对诗性话语也显

示出了压抑性，政治与诗学开始表现出一种冲突的关系。这一点突出体现在“海”和“泡沫”

两个比喻的喻体本身的象征性上。“海”和“泡沫”之间构成的是怎样一种关系？即使不看

小说原文，只凭猜测，“海”的象征性也是一目了然的，象征了延安群体政治的统一性，而

“泡沫”则指的是个人性的思想和意念，最终消失在大海中，既构成了大海的装点，最后又

统一于海。所以这一章的核心语句是“海统一着一切”。而由“海”的核心意象衍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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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比喻也贯穿全章，一开头就把黄土高坡比喻为“海”：“从高处望去，四边是一片灰濛

濛的阴海。无数的山头从阴影里站起来，像群岛。”从此，“海”就成了一个具有总体性的象

征意象，象征了劳动本身，象征了群体的世界，象征了政党的领导权，象征了战时的集体主

义。从“海”这一比喻也衍生出一系列的诗化比喻，包括对知识分子们锄地的劳动的诗化： 

每一块黄土的翻身，就像鱼的突网而去似的欢欣。正如鱼跳出了网就不见了，隐

入了水中，每一块黄土一翻身也就混入了黄土的波浪里。这一片松土正是波浪起伏的海

啊！而海又向陆地卷去，一块一块的吞噬着海岸。不，这是一片潮，用一道皱边向灰色

的沙滩上卷上去，卷上去…… 

这是以诗意的面纱为翻土的劳动赋予美感。下面一段对开荒的描述则更复杂： 

大家像下海游泳似的一拥而下去接替锄头。 

这一次纶年前面刚翻开的黄土上滴了汗水。 

这才是开荒的正文了，也就是至文无文。……太阳底下，一片细长的交错的阴影让

位给一片栉比的阴影，这是锄头在这一片单调与平板上所作的唯一的描写。不，锄头的

目的也不在于描写，也不在于像一个网球拍展示接球、发球的优美动作，不，目的就在

于翻土，翻过来一块又一块，翻过来一块又一块……是的，这不是游戏，更不是逢场作

戏。这一片单调与平板要持久下去的，今天，明天，后天…… 

这一段关于劳动的思绪，其脉络和肌理堪称繁复，可以想见卞之琳在写这一段时一定是大费

周章，先把“开荒”比喻成作文，而“开荒的正文”，实质上就是辛劳和汗水，以及节奏的

单调与平板，即所谓“至文无文”；但因为毕竟是“作文”，卞之琳就依旧以文学化的“描写”

一类的术语来形容，试图为单调的劳动赋予诗意以及超乎体力劳动之上的意义。但随即纶年

便意识到“描写”的比喻是不合时宜的，于是便用否定性的比喻句式予以消解：“锄头的目

的也不在于描写，也不在于像一个网球拍展示接球、发球的优美动作。”费尽周折之后终于

意识到了开荒的本质真实：“目的就在于翻土，”而且这种“单调与平板要持久下去”。可以

说对“单调与平板”的体认本身就是祛除诗意的想象的过程，还原的是劳动的本来面目。 

但悖论的是，这一章中关于“海”的比喻既是政治性话语，同时也是小说的诗性语言。

以“海”的比喻状写开荒生产，本身就是把“劳动”诗意化的方式。即使写开荒不是什么—

—“锄头的目的也不在于描写，也不在于像一个网球拍展示接球、发球的优美动作”——在

否定诗意的同时也依然沿用的是诗意化的技巧，这些都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本能和潜意识：把

翻土的机械化体力劳动过程赋予审美化观照进而赋予意义。 

下面对“海”的政治象征意义的思考也同样是通过诗意的方式实现的： 

海统一着一切。 

直到哨子又响了，让锄头给别人接过去了，自己在草上舒服的躺下了，纶年才捉

摸到了海是什么，像海岸会捉摸到海，像面见于两条线，线见于四边的空白，像书法里

有所谓‚烘云托月‛。可见比喻，不错，也只有靠比喻才形容得出那一片没有字的劳动，

那片海。对了，是海的本体，而不是上面的浪花。浪花是字，是的，他忽然了悟了圣经

里的‚泰初有字‛。这是建筑的本身，不是门楣上标的名称，甚至于号数。最艰巨是它，

最基本是它，也是它最平凡，最没有颜色。至文无文，他想，他这些思想，这些意象，

可不就是漂浮在海面上的浪花吗？不，他不要这些，不要这些…… 

这里表现的是对诗性意念和个人性思想的压抑，当纶年意识到他的思想和意念不过是“漂浮

在海面上的浪花”，便下意识的想予以拒斥。但是这一系列的关于“海”的政治性寓意的思

索，在修辞层面恰恰表现为诗意话语，在叙事层面则表现为诗意叙述。从而在更深层的话语

无意识的意义上表现为诗意与政治的悖论。 

这些话，不管有无意义，也就是浪花，也就是泡沫，可是海不就是以浪花，以泡

沫表现吗？或者以几点帆影，像在未匀画的山水里——不，不，他抑住了心的一个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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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跳跃，收去了那几点帆影的一现，而代之以眼前的东西：表现蓝天的白云。或者还是

回到泡沫，回到浪花。浪花还是消失于海。言还是消失于行。……这正是文化人拿锄头

开荒的意义：从行里出来的言又淹没在行里，从不自觉里起来的自觉淹没在不自觉里，

而哨子又起来给时间画下了一条界线。 

‚又该我们了，‛纶年想，他的‚我‛也就消失于他们的‚我们‛。 

值得注意的是纶年思绪中也体现了自我的挣扎，“可是海不就是以浪花，以泡沫表现吗？或

者以几点帆影”，继而由帆影又想到未匀画的山水画，是更具个人性的思绪的渗入，强调的

都是自我表现的价值以及诗性的意义。但最终仍是个体“我”融为群体“我们”，是“浪花

还是消失于海”、“言还是消失于行”的过程，所谓“一切都遗忘在集体操作的大海里了”。

文化人的一切思想和意象是海的泡沫，是需要祛除的，是最终溶解于海中的。劳动也似乎表

现为一种祛魅的境界，去除个人性的言语、思想、意象的过程，这或许也就是在劳动中自我

改造思想的过程，从而证明最深刻的改造是对话语和无意识的改造。 

但是这仅仅是纶年的心理流程中透露出的政治理念，而我更注重卞之琳传达这些理念的

诗意方式。也恰恰是前引这几段文字，赋予了“劳动”以非常复杂的编码，是天底下最难理

解的劳动的抽象化，就像王家新在一首题为《劳动》的诗中所写：“劳动不是一种场面，而

是一种叙述，一种动词的运作过程。在海滩上晒盐，或是从笨重的驳船上卸下细沙，都会产

生叙事中的明亮成分。这使我渴望劳动，渴望在写作时就像那些开挖地基或沟渠的人们，当

土堆渐渐高过我时，和不断深入的劳动化为一体„„”卞之琳似乎在为劳动祛魅，但劳动最

终依然是一种经由诗意话语的抽象，就像王家新把劳动理解为“叙述”一样。 

以往有研究者侧重强调在自我改造思想的过程中，卞之琳笔下的“海”对于文化人的思

想泡沫的消解11。在卞之琳这里，这个改造过程既是自发和自觉的，也同时受制于延安的政

治大环境，在集体中面临群体政治本身的无形压力。在战争动员的历史阶段和延安这种集体

主义时代，海的统摄具有必然性。但从诗意的角度看，纶年虽然表现出对个人性话语的一种

自觉的自我压抑，但诗意的不断闪念本身更值得我们关注，说明诗意的意念经常会冲破政治

无意识的束缚。纶年并没有完全放弃以泡沫来装饰海的企图，个人化的思绪和意念仍是层出

不穷，如下面这一句所透露的：“也许是因为累了，不时冒出来的一点想入非非，不伦不类，

令自己生厌。像要有所摆脱，他在午饭前也下到河里去洗掉一身的泥土。”虽然纶年似乎有

意识地要摆脱“想入非非，不伦不类”的意念，但是这种不时冒出来的“不伦不类”的意念

更有可分析性。再分析两个细节： 

十多点钟，大家提着或者抗着锄头绕下山坡来的时候，斜对面山脚边突然呈现了

一片新鲜的棕黄，向那边的山沟里隐去。 

‚这就是女子大学开的，‛有人嚷着，‚她们大概开到山沟里边去了。‛ 

‚难怪这一片就像旗袍开叉里微露出来的一角鲜明的衬袍。‛ 

这一闪奇想掠过纶年的心上，没有出口，他为此庆幸，因为太没来由了，太不伦，

而这边的女子又都是穿的军服！ 

‚那些像山药蛋剥去了皮，‛他随即说了。 

说出来的是“山药蛋”，而潜在的话语是“旗袍”，对比格外鲜明，给人一土一洋一俗一雅之

感，纶年之所以为没有把“旗袍”的比喻说出口而感到庆幸，是因为开叉的旗袍里微露出来

的一角衬袍与延安的黄土高原的氛围实在不符，以至于纶年感到“太不伦”，所以说出口的

变成“剥去了皮的山药蛋”。 

虽然旗袍是发明于满洲旗人的装束，但到了民国才大行其道，用很俗气的说法就是：旗

袍成了民国一道亮丽的风景，旗袍中透露出的是民国时代的女性之美。因此卞之琳在小说中

屡屡提及未匀穿的旗袍，也是为了展示民国女子特有的美感和魅惑： 

而从云块里透出来的夕阳光照得什么都很柔和，树更鲜绿，尤其是未匀的那件茄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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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旗袍，它显得妍丽而端庄。路边一匹马在吃草，不预备踢人。纶年却还是想起了峨

眉山下有一次路边一头水牛，看见了不大见惯的外边来的一个女学生穿一件枣红色的短

大衣，就直瞪圆眼睛，预备扑斗。未匀自己有过的经验是初来这里有一次，穿了一件豹

皮大衣从村巷里走过的时候，就只见鸡叫着向墙头飞。 

这里面把服装和动物组合在一起，为的是反衬女孩子的美丽，同时可见外来的事物进入西南

偏远地区，一开始连家禽和牲畜都不习惯。但也恰恰是八年抗战，中原和江南的文化与生活

方式得以进入西南，既对西南的文化有加速启蒙和融合的意义，也使西南的牲畜逐渐适应了

外来女孩子们的花枝招展和花红柳绿，就像贵州的老虎适应了好事者船载以入的黔之驴一样。

而其中未匀的“茄灰色的旗袍”尤其是具有民国风范的经典化服饰。《山山水水》中《雁字：

人》一章里写未匀要给纶年表演昆曲《出塞》中的一段舞时，也突出了旗袍作为女性的转喻

符码： 

‚你还是看这段悲恻的行旅吧，‛未匀说，立即起来跃跃欲试。 

可是她立刻遇到了一个困难的问题：没有穿戏装。长袖随风，宽裙曳地，才可以

作婀娜的回旋啊。 

‚你就算我是比老戏迷还有训练的观众，‛纶年给她解脱说。 

可是旗袍虽然照目前风气也改成宽一点而短一点了，虽然还是在小步子的舞里，

却还是碍腿，而暗暗把最下的一个扣子解开了，则腿又露得太多了一点，叫未匀更窘，

结果只得作为开玩笑而既像非常可怜的哀求，又像十分严肃的告诫纶年说： 

‚你得放出行家的修养，得‘熟视无睹’！‛ 

除了写未匀的淑女性格与才艺，也是在借旗袍间接写时代“风气”，借以突出民国闺秀的魅

力。张爱玲的《更衣记》中有一句：“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

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忠实”一词的选择似乎在说旗袍是一种写实主义的服装，但一个“烘

云托月”，便道破了旗袍最能烘托女性之美。卞之琳当然是深悟旗袍内里的文化和审美语义

的，所以才让纶年庆幸自己没有把关于旗袍的比喻脱口而出。于是《山山水水》中的“旗袍

开叉里微露出来的一角鲜明的衬袍”和“山药蛋剥去了皮”都在赋予日常语汇以文化政治的

含义。而关于旗袍的“这一闪奇想掠过纶年的心上，没有出口”，已经让纶年感到“为此庆

幸”，其中似乎隐含着文革时期“狠斗私心一闪念”的历史发展逻辑。 

“旗袍开叉里微露出来的一角鲜明的衬袍”和“山药蛋剥去了皮”这种不同类型话语的

反讽性并置甚至话语类型的冲突在《海与泡沫》一章中比比皆是，如关于蔓延的歌声的比喻： 

响起了一阵女孩子的歌声： 

            二月里来好春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这一只从当年春天流行起来的歌曲随风送来了一个开头，随即像一点葡萄酒一样的

扩散了，于是好像到处都迷漫了这种歌声。 

“葡萄酒”的比喻也有小资情调，与主要生产的是小米和棉花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很不搭调。

再看一个例子： 

纶年正向地上舒服的伸躺下来。忽然从一边的几个人的笑语声里跑来了小圆脸，

拖着草鞋，一只手里提着一只袜子，一边笑着说： 

‚他们说我这是圣诞老人的袜子，梅同志，我也分你一点礼物。‛ 

她就把袜子扔在了纶年的身边，一边靠近他坐下了系鞋子，那是棉线编织的草鞋

式鞋子，由赤脚穿了的，一边解释着： 

‚刚才捣土到一半，忽然一只鞋子掉了，我就光穿着这只袜子。‛ 

纶年顺手提起了那只袜子的尖头，把它倒提起来，倒空了里边的东西：一小堆土

末和土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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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纶年简直像失望了似的感叹说，‚我以为从海里捞起来总该是些珊瑚啊，

光润的贝壳啊，甚至于珍珠…可是不，那些东西长不起壳子，土才是宝贝，不错，不错。‛ 

他就用手指轻轻的研着那些小土块。 

‚那我这次就赤脚踩在土里去，‛女同志撒娇的对他说，一边就要动手脱鞋子。 

‚不，不，‛纶年却阻止她，反而促她系紧点鞋子，仿佛怕它们摔到粗糙的海里去

翻腾，随即自己觉得有点好笑的想了：‚你这是什么心理！‛ 

可是也是人情啊，他立即在心里反驳。他觉得自己今天很健康。 

“圣诞老人”的形象与延安开荒的劳动场景之间构成了一种不协调的张力。纶年从海的总体

性比喻引发进一步联想，觉得“从海里捞起来总该是些珊瑚啊，光润的贝壳啊，甚至于珍珠”，

但思绪马上就从“海”生成的这一系列珊瑚、贝壳、珍珠之类的转喻转到“泥土”上。“泥

土”与“土地”的意象在延安时代承担着太过深厚的寓意，只要读读艾青的诗歌就可以知道。

但在卞之琳这里，“土”和“土块”的意象的运用却似乎显得有些轻飘飘，而且纶年出于对

女性的保护和本能的爱美心理，阻止小圆脸“赤脚踩在土里去”，进而马上对自己的不健康

心理予以反省。在整个过程中，纶年的心理几经转念，最后以为自己辩护告终：“可是也是

人情啊，他立即在心里反驳。”即是说，在延安的群体政治的规训和诉求之外，也有所谓人

情和事理存在的空间和余地。所以纶年觉得自己今天很健康，大概是他发现自己的关于“人

情”的正常感觉还在，没有被政治完全异化。 

这一系列的繁复的个人性话语套用《海与泡沫》一章中一个人物老任所说的话，是“我

们这些知识分子心眼太多”的表现。但这种复杂的意念和心理过程或许正是知识分子固有天

性的反映，即使是开荒种地，也要赋予额外的美感意义。而赋予劳动以诗性意义或者说附加

意义的过程，也正是运用象征语言的过程，劳动的深刻意义只有靠比喻象征才能呈现。小说

中纶年所感悟的“只有靠比喻才形容得出那一片没有字的劳动，那片海”，堪称是点睛之笔。

《海与泡沫》结尾作者借描写纶年和亘青俩人嚼甘草的细节再次点出“象征”： 

‚好得很，苦里带甜，‛亘青一边嚼一边说。 

‚富于象征的意味，‛纶年就回答。 

他的两只手掌里指根处都起了泡，有一处已经破了，出了血。 

亘青说：‚这是泡，他们说，再过几天就变成了老茧。 

“泡”变成“老茧”依然是一种象征——成长的象征。《桃林：几何画》一章中关于桃园的

价值也是从象征的意义上呈现的：“就因为在这个环境里，它才有它历史的意义：它在艰苦

里象征了希望。”卞之琳独到地向人们展示出：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一个象征主义的群体，

是本能地赋予事物以象征意义的群体，是通过委婉曲折的方式表达内心思想和心理动机的群

体，解志熙正是从这一角度判断《山山水水》的价值和意义：“有意识地通过男主角梅纶年

的意识流来戏剧化地呈现作为‘社会、民族的神经末梢’的知识分子心态，无疑是《山山水

水》最耐人寻味之处。„„而且相当典型地剖示了大时代里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矛盾和心理隐

曲，令人读来忍俊不禁而又掩卷深思。也正是这些地方显示出诗人小说家卞之琳过人的精神

敏感和艺术慧心：他不仅善于描写人物思想意识中的戏剧性场面，而且善于捕捉那些错综隐

微到连人物自己也不完全自觉的、甚至要自我隐瞒的心理情结，其抉隐发微的深入准确与分

寸拿捏的恰如其分，都非等闲可比。”12这种“抉隐发微”的能力最终力透纸背，呈现为话

语层面的比喻和象征。 

 

                                     三 

 

另一方面，《海与泡沫》同时也是反思象征的文本，尤其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语境中。

在某种意义上说，纶年思考象征的过程或许也是告别象征的过程，毕竟“至文无文”，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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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其实是知识分子“心眼太多”的表现。而更重要的，隐喻和象征也是诗化的形式，诗

化语言或者说深层意义世界只有靠比喻和象征呈现，比喻和象征因此不仅仅是文学修辞，在

诗性文体中具有某种本体性。而真正的群体劳动是“至文无文”，是对象征的祛除，而在卞

之琳旅居延安的时代，这种祛除才刚刚开始。 

反思象征的背后，是 40 年代对象征主义的整体性批判。1944 年，冯至在昆明为《生活

导报》编辑副页《生活文艺》，在第五期“诗专号”的页首，冯至辑录了几条片断，题为《关

于诗》。其中一条题为《象征派》的片断录自纪德《赝币制造者写作日记》。在这条片断中，

纪德认为象征派把诗当成避难所，是逃出丑恶现实的唯一去路。“大家带了一种绝望的热忱

而直奔那里。”“他们只带来一种美学，而不带来一种新的伦理学。”上述片断冯至在 1948

年重新发表，代表了冯至在整个 40 年代对象征派的态度。13而这种反思也与 40 年代文坛对

纪德的借鉴有关。中国现代文坛上能与卞之琳对纪德的偏爱相媲美的，是评论家盛澄华。盛

澄华曾经指出：“纪德认为象征主义的天地太窄。象征主义派不够对生命发生惊奇，因此它

徒有新的美学观，而无新的伦理观。象征主义派作家反抗写实主义，同时对现实采取逃避的

态度。他们的作品缺乏某种人性的感动，美则美矣，但美中永远脱不了某种苦味。”因此纪

德创作《地粮》的另一企图是想把文学从当时“极度造作与窒息的气氛中”解放出来，“使

它重返大地”。14
1943 年 8 月，诗人路易士作了一首《向文学告别》的诗，也向象征主义告

别： 

向文学告别 

向诗，向象征主义 

告别，凄楚地 

向《恶之花》， 

《巴黎之忧郁》 

说再会…… 

如果说路易士的告别是怀着爱和凄楚，冯至的告别是带着坚定的信念，那么卞之琳的告别则

堪称是流连忘返，愁肠百结，这种愁肠百结正表现在《山山水水》其实是以一种象征性语言

来告别象征。或许卞之琳在顺应了 40 年代的文坛对象征主义的反动之余，依旧在心底深处

信奉纪德所谓“任何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必然是带有象征意味的”15这一主张吧。 

也正是在象征话语的运用上，学界对《山山水水》的艺术判断存在着某种分歧。有论者

曾经这样讨论过《山山水水》中的象征方式：“且不说小说对于事件的叙述与描写并没有什

么诗意可言，也不说对于人物的思想改变小说作出这样的解释是否有与人物的身份性格相应

的真实性和深刻性，单说这样的‘象征’方法，它与二十年代俞平伯等作家所用过的‘兴’

的方式，究竟有什么区别呢？”16这一批评真正富有洞见之处在于：一部充斥着诗意话语的

文本并不意味着它天然就富有真正的“诗意”。而笔者认为《山山水水》艺术性的缺失不在

它对诗意语言和象征表意的追求，而在于卞之琳在运用诗意语言和比喻象征修辞的过程中常

常流于刻意以及分寸感的间或欠缺，当修辞的分寸感难以控制的时候，比喻语言在卞之琳这

里便显得造作。在《山山水水》间接触及战争场景的篇章中，诗意与战争的不协调有时会达

到了令人感到矫情的地步。如《春回即景二》一章中未匀与立文和若冰等去看在武汉郊外坠

入农田的日本飞机的场景： 

‚这是一架飞机的归宿吗？‛未匀在心里感叹。‚你该让水塘只掠一下影子，留给

它一个耐久的怅望。谁叫你动作得这么笨，糟蹋了风景，砍断了——你看，这不是你的

笨翅膀干的？——一棵小柳树？‛ 

未匀的联想也不乏诗意，但分寸感尽失，就显得矫情了。矫情犹如米兰·昆德拉反思过的“媚

俗”，同样堪称文学的大敌。矫情在《山山水水》中意味着把本来是沉重主题的战争气氛轻

松化，弄得没有了重量。闻家驷当年认为卞之琳虽然曾经深入敌后，但并未“带回一些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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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氛围或者是一些血迹未干的战利品”，带回的“只是几个简单的手势、几幅轻淡的画景”，
17虽然说的是卞之琳的《慰劳信集》，但用来形容《山山水水》中关于战争与诗意的描写也

是恰当的。张曼仪称卞之琳在战争中保持了“从容不迫的静观态度”18，但这可能不是一个

观照姿态的问题，而与卞之琳试图把诗意话语引入战争语境有关。比如《春回即景二》中的

这一段： 

小木桥底下送来了一声泼剌响，慢下来的汽车的声音也掩盖不了它，叫未匀直惊了

一下。她有点惺忪的随便向车窗外一指说：‚‘鱼跃于渊’。‛ 

碰得真巧！水面上的一圈又一圈的皱纹还没有隐去，河里远一点的地方又一声泼剌：

还是那条嬉戏的鱼，多份是一条大鲤鱼。 

‚‘‚机‛飞戾天’，‛缄默的蓝接上了一句。 

一经她用‚机‛代‚鸢‛的提出了这句诗，大家又回到天空。这时候天空像北中国

的一样，净无片云，可是并没有飞机。虽然如此，未匀认为当然，蓝会像她自己一般，

想像到几片银翼，翱翔在蔚蓝里，越飞越高，直变成几点炫目的流星。他们的使命似乎

纯粹是美学的：保持蔚蓝的干净，不让要不得的污点来沾污。 

这一情境在战时的武汉就显得太过刻意，甚至细节上也给人以虚假感。在行进的汽车中是不

是可能听到桥下鱼的泼剌声，是很可怀疑的，虽然卞之琳解释说“慢下来的汽车的声音也掩

盖不了它”，但凭经验而言，汽车行的再慢，车上的人也很难听到桥下鱼的响动。所以这个

泼剌声大概不是车上的人物所能听到的，只能是小说的叙事者“听”到的。那么为什么卞之

琳还要执意描绘这个给人以虚假感的诗意细节呢？大概就是为了引出两句矫情的引用：“鱼

跃于渊”与“‘机’飞戾天”，进而才能引出关于飞机与美学的联想。这个细节就是矫揉造作

的细节，是作者为了美学的目的和诗意的联想而刻意设计的。并不是战争中不能有审美，而

是小说细节的刻意和矫情，就使审美和诗意走向了反面，这当然是卞之琳始料不及的。问题

不在战争与美学是否可能冲突，更在于诗意细节的虚假。战争时代可以有诗意，但是需要看

作者如何表现。早有评论家批评孙犁在《荷花淀》、《吴召儿》等小说中表现战争中的诗意，

过滤了残酷和血腥，但是孙犁这几篇小说中的战争浪漫主义是有心理真实感为基础的，细节

也是经得起真实性检验的。而《山山水水》的主人公与战争场景相关的诗化意念和诗意联想

恰恰缺乏的是分寸感和真实感。 

卞之琳小说中的诗意在写武汉这两章中表现出一种自我消解。在战争和政治意识形态面

前，诗化文体相对说来是较难处理的。卞之琳没有意识到战争与诗意之间是可能存在缝隙的，

在 40 年代的激进政治和政党政治面前，在战争背景面前，诗化小说的生存空间其实是有限

的。而伴随着卞之琳对战争与诗意关系在处理上的分寸感的欠缺，也必然遭遇诗体小说的终

局的问题。如果说延安时期的诗意和个人性话语的存在尚有合理性，在与政治的颉颃中呈现

出相对独立的价值，而当卞之琳回到新中国之后，个体性的无病呻吟就彻底没有了存在的空

间和余地，在诗意与政治的冲突以及个体与群体的对抗中，无疑是以个体性和诗意的失败而

告终，所以卞之琳最终烧掉书稿是必然的。 

《山山水水》在诗体与小说结构之间也存在固有的矛盾，空间（地域）和爱情线索虽

然给小说编织了整体性，但仅仅有结构框架不足以支撑起整部长篇小说的大厦。决定一部长

篇小说能否成功的因素大多。诚如姜涛所言：“《山山水水》，为了追求一种玄学的抽象，

小说的叙述线索被过多的对话、思辩淹没，而过度观念化的意象处理，也在阅读上给人以不

堪重负之感。”
19
玄学的抽象以及诗化的细节湮没了小说的基本叙事推动力。《山山水水》或

许只有细节和局部的成功，因为卞之琳毕竟要展示全景性史诗图景，展演知识分子的悲欢离

合，这与诗化文体和诗意细节之间多少存有矛盾性，而卞之琳不仅没有消弭这种固有的内在

矛盾，相反却使矛盾最大化。与废名的小说《桥》比较，在诗化文体与小说结构的关联性上，

废名的小说似乎更有自足性。因为废名本来就不想讲故事，展示的就是一种片断的美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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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在 100 万字的小说容量中，既想表现战争中的全景，知识分子的命运，还想表现儿女

情长，又试图在小说中装进诗20，诗化文体就与小说性以及小说本体产生了内在的冲突和矛

盾。长篇小说中贯穿诗意细节最成功的例子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小说中诗意

的不停闪现给读者以充分的余裕，但是一旦靠诗意和心理流程来推动一部长篇小说，缺乏叙

事推动力就是难免的。当然也有长篇心理和意识流小说，但是作家本来就打算牺牲情节的，

如伍尔夫。而诗化小说的西方经典，如里尔克的《军旗手的爱与死》以及汪曾祺推崇的保尔·福

尔的《亨利第三》，都是短制。诗化文体很难结构长篇框架，所以《山山水水》给我们的启

示之一是如何思考文体界限和文体限度问题。 

晚年的卞之琳这样给《山山水水》定位：“这些松散的片断原是长篇小说缜密结构的

一些部件，现在虽大致可以独立成篇，自给自足（原来挑出来分别发表，也取此特点），作

为短篇小说集则是不符合这个文学品种的更具独立性要求的，所以就作为散文集读吧。万一

远比我高明而富于生活体验和想象力的读者，能凭这些片断翻造出另一部更有意义的空中楼

阁，那倒是太有趣了。”
21
或许我们按照作者建议的那样，把《山山水水》读如散文，问题

就会迎刃而解吧。 

                                               2014年 3月 17日二稿于京北上地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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