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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耳甫斯的绝响

———评米沃什诗集《二度空间》

梅申友

　　内容提要:《二度空间》是米沃什的遗作 , 甫一发表即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好评。 在这本诗集

里 ,诗人追忆历史 , 缅怀亡人 ,向往天堂 , 一如既往地表现了对民族以至人类命运的关注。与此同

时 ,他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无情的剖析 , 坦陈自身的缺陷 , 尤其是在面对宗教问题时产生的困惑 ,

显示出大诗人的气度和胸怀。米沃什无愧于“俄耳甫斯”的美誉。

关键词:天堂 宗教 死亡 人类 俄耳甫斯

中图分类号:I 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8)05-0027-06

　　2004 年 8 月 14日 ,米沃什逝世于克拉

科夫 。两个月后 ,诗集《二度空间》出版。在

这本遗著里 ,他所关注的内容似乎并无多少

新意:追忆历史 ,缅怀亡人 ,留恋人世 ,质询上

帝。然而细细品读 ,就会发现老诗人在以往

主题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开掘 。不

仅如此 ,就表现形式而言又有新的突破。诗

歌 ,不仅是说什么的问题 , 还是怎样说的问

题。诚如他早年所言 ,他“总是在渴求寻得更

为宽广的表现方式” ,真可谓椽笔淋漓 ,老当

益壮 。

诗集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由二十八首

各自独立的短诗组成 ,包括诗人对于天堂的

畅想 、亡友的悼念和一些即兴随感的箴言语

录。第二部分是一个戏剧独白 ,由十一个片

段组成 ,揭示了一个神父复杂痛苦的内心世

界。从神父恳切的忏悔中 ,多多少少能看到

诗人自己的影子 。第三部分是集中阐释诗人

神学观点的组诗 ,篇幅最长 ,汇集了众多语

调 ,崇敬与讥讽 、忏悔与责问 ,各种语气并置

纠结 。第四部分是一篇微型传记 ,展现了一

位诗歌前辈的生活侧影和精神面貌 。最后一

部分是一篇基于希腊神话的长诗 ,悼念自己

的亡妻 ,描写和抒情并举 ,感情饱而不溢 ,语

调悲而不伤。

当代诗人中 ,很少有人像米沃什那样多

产。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之时他已入古稀之

年 ,可此后他仍然笔耕不辍 ,创作力未见衰

退。在稍前出版的《诗合集》中 , 1980年之前

的作品还不到全书的一半。他写得勤 ,几乎

每隔三四年就有新的作品问世 ,或诗集 ,或散

文 ,或译文 ,作品之间构成了彼此相互解读的

文本网络 。尽管英文娴熟 ,可出于对母语的

忠诚 ,他毕生都坚持用波兰语写作 。不过 ,令

诗人深感欣慰的是 ,他众多的诗歌作品都有

精良的英文译本。很多读者也许都会同意弗

罗斯特的说法 , “诗是一经翻译就消失的东

西”。不过米沃什的英译本似乎是个例外 。

这要归功于美国前任桂冠诗人汉斯 、品斯基

等名家的努力 ,其流畅的语言 、精确的意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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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耳的节奏让人很难相信那是从波兰文转译

过来的 ,以致我们不得不承认:真正的好诗 ,

经翻译大家之手 ,依旧能保持它原有的价值。

退一步说 ,纵然诗歌的质地在转移的过程中

有所损失 ,米沃什原作思想的魅力依然能够

留存 。布罗茨基早就说过:“即使将他诗歌风

格上的光彩剥尽 ,只留下主题 ,我们也会发现

呈现于眼前的是一颗严峻酷烈的心灵。”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 ,从语言的角度来说 ,

米沃什的诗不会对读者造成太大的障碍 。他

的语言大多自然明澈 ,有古典之余韵 ,这跟现

代诗坛曾经流行一时的晦涩之风形成鲜明的

对比 。对于现代诗歌中炫技和故作深奥的倾

向 ,他曾有一番精彩的表述:

难以理解的诗行和有违语法的词句令我们胆

怯 ,无法欣赏;可很多让人难以理解的诗歌和

绘画最终却成为稀世的艺术品 ,这就是世人

感到怯惧的原因 。就我而言 ,我只想说“我不

懂” 。我不必在乎某个诗人在文学“证券交易

所”上的排名。他不是在跟我说话 ,他没让我

看明白 ,他让我心烦。就这么简单。我没有

时间去深入挖掘 。我想晦涩可以分成很多层

次 ,只是我的口味比较精细 。很多诗因为晦

涩而被我拒之一旁 ,我并未因此受到伤害(尽

管有些微妙)。我们的诗人身份 ,让我们不敢

大声承认如此简单的标准 ,以致让普通读者

也失去了勇气。(Milosz ,1994:112)

在这里 ,他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就诗歌

的语言而言 ,他务求明晰 ,即便在讨论沉重的

历史经验和严肃的神学问题时 ,他也很少使

用奇谲的象征或繁杂的隐喻。令人称奇的

是 ,他的语言并没有因此流于平庸板滞 ,而是

在平实与修辞 、隐射与陈述间达成了微妙的

平衡 。作为大诗人 ,他却很少谈论诗歌的技

艺。这并不是说他不理会诗歌的内部构造 ,

而是在他看来 ,诗歌的节奏 、意象或隐喻这些

问题是不言自明的。他不喜欢纯粹从审美的

角度去评析诗歌 ,对此读者不难寻得其中的

缘由:比形式更为重要的是诗歌的内容。因

此在阅读他的作品时 ,就不能单单采用新批

评的那套方法 ,而是要联系诗歌创作的背景 ,

还有他独有的人生经历。

米沃什的早期诗作 ,重在揭露战争的残

酷 、强权的野蛮和文明的解体 ,说理的成分较

多 ,如《符咒》的开头:“人类的理性是美丽的 ,

不可战胜 。/在铁窗 、带刺的铁丝网 、捣烂的

纸浆/和流放的审判面前 ,战无不胜 。/它在

语言中确立了普世的观念 ,/牵着我们的手 ,

去/大写真理与正义 , /小写谎言与压迫。”音

节铿锵 ,语气坚定 ,不容辩驳。在后期的诗作

中 ,诗人关注的焦点有所转移 ,将目光投向了

自己年少的岁月和人类不可探究的原初 ,为

个人 、也为人类寻找可供栖息的精神家园 。

字句间充溢的是诗人对生命个体的赞美和对

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争辩训诫的语气渐渐

淡化 ,取而代之的是发自肺腑的吟唱和对形

而上的沉思。这在诗集《二度空间》中有很好

的体现。

米沃什不喜欢在诗歌中掺入过多的传记

因素 ,不过从这本诗集的字里行间 ,还是能瞥

见诗人在进入耄耋之年后的老迈和孤独 。

“身体不听我的使唤 。平直的道上 , /我一路

蹒跚 。费力攀楼。/自我挖苦 。笑这身/松垮

的皮肉 ,连拖带拽的双脚 ,昏花的眼睛 。/一

切年老的参数 。”(《新时代》)年事已高 ,死亡

的念头如影随形 , “生是暧昧 , 唯死确实。”

(《同窗》)可对于死亡 ,诗人似乎并没有多少

恐惧 ,让他挂心的是百年以后的居所:“天庭

是何等宽广 ! /踏着空中的梯阶 , 向上攀

援。/白云之上 ,悬浮着天堂的花园 。”诗句就

出自诗集第一首诗《二度空间》 ,在诗中诗人

喟叹天堂的消失 , 融描写 、议论与吁求于一

体 ,情真辞切 ,确立了整部诗集的宗教色彩。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 ,天堂早已坍塌 ,取而

代之的是无边的宇宙 。然而 ,米沃什觉得自

己是个例外:“没有哪儿适合我住 。除了天

堂。/这是先天的不适 ,与生俱来。”(《不适》)

这不是独立特行的偏执 ,也不是不识时务的

愚昧 ,而是深入骨髓的信仰 。他从小就浸淫

在天主教氛围浓厚的环境里 ,宗教在无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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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构成了他想象的背景 ,俯仰之间 ,天堂和地

狱的形象都在他眼前浮现 。尽管后来的学校

教育让他窥见了传统信仰中的诸多破绽 ,但

他并没有将信仰完全抛弃。的确 ,人世间存

在着侵略 、杀戮和暴政 ,可据此就能得出上帝

并不存在的结论了吗 ?假如是因为宇宙间存

在着一个跟上帝作对的魔鬼 ,从而阻挠了上

帝的援助之手呢 ? 如果是因为人类罪孽深

重 ,该遭此罚呢 ?当然这些只是诗人的猜测 ,

他自己也不能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 。宇宙间

“恶”的起源始终是一个参不透的谜 ,不管怎

样 ,人类不能断然否定神的存在。就算是上

帝真的死了 ,人类并不能够从中获得什么幸

福。科技图腾 、实用主义的盛行 ,给人们带来

的是传统价值的丧失和精神家园的失落 。对

此 ,米沃什曾不无痛心地指出:

在我生活的年代 ,人们的想象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 。天堂和地狱消失了 ,死后复生的

信念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人与动物间的界限

曾经是那么分明 ,然而在进化论的冲击下 ,变

得不再明确;绝对的真理丧失了曾经至高无

上的地位 ,上帝管辖下的历史 ,看上去像是在

盲目的势力间拉开的战场 。从奥里根和奥古

斯丁到托马斯 ·阿奎那 ,再到纽曼主教 ———

两千年成就了一座教义和信条的大厦:人类

心灵和双手创造的每一件作品 ,都包蕴于一

个参考系当中 。如今 ,无家可归的年代开始

了。这怎能教我 不想? (Milosz。 2001:

329—30)

后工业社会对工具理性的盲目崇拜反映

了人类的自大 。面对鲜活的生命 ,某些科技

至上者表现出罕有的冷静:“将老鼠隔离 ,分

笼而装;/将同类隔离 、毒死 ,一笔勾销 , /声称

是`基因减少' 。”(《科学家》)读者不要把米沃

什误解为反对科学的保守主义者。他相信科

技的力量 ,主张在不丧失尊严的前提下 ,人类

可以尽情发挥自身的智慧 ,探索宇宙的奥秘。

然而 ,探索不是觊觎 ,不是征服 ,更不是颠覆。

在伟大的造物主面前 ,人类的认识能力是微

不足道的 ,因此他提倡一种人文的理性。恭

敬而又不失尊严 ,这是人类应有的姿态。正

因为此 ,他才发出这样的感叹:“说心里话 ,我

什么都不懂。”(《神学论文》)在这里 ,我们看

不到拜伦式的狂语 ,取而代之的是谦卑和恭

顺。这不是尊严扫地的丧气话 ,而是在无涯

的宇宙秩序面前人类对自身能力的清醒估

计。诗人之所以对宗教心向往之 ,是因为他

要让自己的精神生活有所凭依 ,否则随之而

来的将是虚无和颓废。“一朝为天主教徒 ,终

究是天主教徒 。”面对人生的无奈 ,他只能如

此自嘲。在宗教信仰崩溃的年代 ,他我行我

素:“宗教令我敬重 ,因为在这个苦难的大地

上 , /它是一支葬曲 , 一首抚慰之歌 。”(《不

适》)

但如果据此就把米沃什当成一个虔诚的

教徒 ,那就将一个复杂的诗人简单化了。米

沃什不是那种人云亦云 、肤浅跟风的信徒 ,也

不是一个虚伪狡辩 、专事蒙蔽信徒的教士 。

他是忠于内心 、不断追问的思考者 。与其说

他是教徒 ,不如说他是个有着强烈宗教情怀

的人 。他一面说“不管怎样 ,我发现适合自己

的是一种怀疑论的哲学” ,不一会儿又改口:

“我不停地念叨`相信上帝' ,可心里清楚/自

己的说法没有任何根据。”(《冷待本性》)米沃

什的神学思想复杂盘结 ,除受天主教影响外 ,

他对摩尼教 、佛教 ,尤其是以斯威登伯格 、伯

曼和布莱克为代表的神秘主义思想都很有研

究。在《乌尔洛的土地》一书中 ,诗人对自己

的精神谱系做了详细的梳理和阐述 。他踌躇

不决的思想曾引起不少人的疑问 ,对于个中

缘由 ,他自己也不胜茫然:

评论家一直想弄清一个问题:我诗歌中的那

些矛盾的源头是什么 ?我的散文中 ,也有同

样的现象 。我可以给他们一些提示:我身兼

几个人的特点 ,我想压制它们 ,可终归徒劳 。

我不想如此多变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知

道我个性的方方面面是难以协调的 。

诗人的困惑不是有意为之的做秀 ,而是

内心矛盾的自然流露。在波兰这样一个信奉

天主教的国家 ,身为大诗人的米沃什也许会

·29·

梅申友　评米沃什诗集《二度空间》



被看成是信仰上的楷模。然而 ,他却坦言自

己信念不坚定 ,这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当

他看到无数的信徒坚持做弥撒 、听布道 、购圣

物时 ,他不禁要问:在这些善男信女中 ,有多

少人对上帝的信仰不曾有过片刻的动摇呢?

说不准他们身在教堂 ,心里想的却是“朱莉娅

的奶子 , 一头大象/黄油的价格 , 或新几内

亚” 。(《神学论文》)他们内心游移 ,可嘴上却

羞于或怯于承认 。诗人并没有将此指斥为虚

伪 ,他知道自己不够这个资格 。将心比心 ,他

自己参与宗教仪式 ,也并非出于虔心 ,只是渴

望从集体的仪礼中获得一种安全感罢了:“可

身处祈祷的人群中间 ,我感到温暖 。/只因他

们有信仰 ,让我相信/他们的存在———这些让

人无法理解的生灵。”(《神学论文》)

此时 ,作为训诫者的角色不见了。他谦

恭地将自己降格为一名与众人无异的普通

人。对自己内心的犹豫他供认不讳:“今天我

相信 ,明天我不信 。”“我不是 、也不想拥有真

理。/在异端的外围徘徊 ,这也许适合于我。”

(《神学论文》)怀疑也许是人的本性 ,难能可

贵的是 ,在灵魂的审判席上有气量将内心的

怀疑和盘托出 ,这或许比不假思索的盲信更

为可贵 ,尽管这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高下之

分。米沃什放下诗人的姿态 ,没有以圣人自

居 ,在袒露自己的同时 ,他一定说出了很多人

的心声。如此一来 ,他的诗就不是只关乎小

我的感受 ,而是能与无数的心灵发生碰撞感

应。在早年的诗歌《献辞》中他曾说:“不去拯

救民族和世人的诗歌 ,算是什么诗歌?”当众

多诗人逃遁到小我的狭窄天地里去编造梦幻

的神话时 ,他却乐于走向大众 ,甘心为无数的

信仰动摇者立言 。这不是迎合 ,而是认同和

理解 。他的诗不是惬意的消遣 ,而是为众生

立言 。这让他的作品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情

愫 ,让人读后感觉温暖。他如此劝勉世人:

“倘若上帝不存在 , /世人不能因此而为所欲

为 , /仍然要保护他的兄弟 , /不能说`上帝不

存在' ,/徒令他们生悲。”(《倘若上帝不存

在》)

身为凡夫俗子 ,人总是有弱点的 ,总有七

情六欲。对于异性的渴望和健康的性爱 ,人

类不但不必以此为耻 ,反而应该予以赞美 。

在米沃什眼里 ,世俗性爱是通往上帝之爱的

必经之路:“裸身的女人与裸身的男人遇合 , /

在彼此身上获得圆满 。/凡性 , 甚或是神

性———/两者间也许没有差别。”(《在克拉科

夫》)他对圣经中的《雅歌》极为喜爱 ,曾将它

译成波兰文 ,唯愿更多的人能从中感受古老

爱情的激情和甜蜜 。爱情 ,谁不心向往之 ?

然而在保守的年代 ,迂腐的风尚常常把女性

真心的袒露视为放荡 ,却把刻意为之的矜持

当成了端庄。殊不知 ,就是在紧身衣和束腰

带的裹缚之下 ,多少女性青春的火焰就此熄

灭。《美丽陌生人》描写了一位受礼俗戕害的

少女 ,在男权至上的社会环境里 ,她注定只能

成为男人调笑的对象:“加入他们那虚假的狂

欢/庆典 、猥亵的影射。”为此 ,她不得不裹颈

束腰 。本应自然绽放的生命之花就这样横遭

阻遏 。诗人不禁为她的命运叹息 ,可是庸常

的礼俗是世人头顶的一张无形之网 ,有多少

人能躲开它的纠缠 ?扪心自问 ,诗人自己也

何尝不是礼教的牺牲品 ,甚或是甘心的奴仆

呢? “此刻 ,我抛开了/那些仪式 、面具 、舞会

上的泛光灯了吗 ?”对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

人 ,他能做到感同身受 ,其悲天悯人的品质于

此可见一斑。

除了这位不知名姓的少女外 ,还有好几

位普通的亡人都成为诗人哀悼的对象:一位

沉默寡言的俄国军官 ,因思想矛盾而开枪自

杀;一位颇有创作天分的同窗女友 ,死于险恶

的命运之手。诗人此时似乎站到了普通人的

一边 ,可他也清楚自己跟他们在知识储备 、文

化背景和个人经历方面终究还是有差别的 。

米沃什从小就有与众不同的精英意识 ,这主

要跟他的成长环境有关。他的故乡维尔诺曾

是立陶宛大公国的一部分 ,在他的童年时代 ,

其地风景迷人 ,民风淳朴 ,文化气氛浓厚 。农

民一般说立陶宛语或乌克兰语 ,而身为乡绅

阶层的米沃什说的却是波兰语 ,语言成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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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贵贱的标志 。后来立陶宛被苏联侵占 ,古

老的文化被破坏 ,他这个庄园少爷也自然降

级成为平民。西川认为 , “在他对维尔诺的忠

诚里 ,看来也包含着他对后来在共产党波兰

消失了的旧时代的上流社会和知识精英的怀

想。”(米沃什:5)这个说法很中肯綮 。米沃什

骨子里的精英情结 ,让他很难混迹于下层的

民众之间 。普通饭桌上的食客们所热衷的是

闲言碎语 ,这令他感到乏味至极。他们不会

同他讨论叔本华 ,甚至把他的多思善辩错误

地归咎于脑子出了毛病。(《优势》)他们哪里

料到 ,诗人小小年纪就目光敏锐 ,心思细腻 ,

一眼就能辨出表象与实质之间的裂隙。他看

着长长的送葬队伍不禁要问:对死者的哀悼 ,

有多少人是真正地发自内心? 也许不多 。故

人的离去并不会让活着的人感觉多么悲伤 ,

更多的人不过是在履行一项世俗的礼仪罢

了。“成年男女领着送葬队伍 ,陷入了愚蠢的

谈话 。”(《笔记》)与众人在智识上的不平等让

诗人非常矛盾:一方面他“自认为比他们强” ,

另一方面他告诫自己不应该鄙弃他们 ,因为

“对立 ,在我与他们之间 ,似乎是不道德的”。

(《神学论文》)

在追忆亡人的篇什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

一篇名为《学徒》的组诗 。在这首长诗里 ,诗

人缅怀的是他的精神导师 ,即比自己年长三

十岁的远亲表哥 、同是诗人的奥斯卡。奥斯

卡也出生于立陶宛 ,他的诗作形象地描绘了

故乡的风物世象 ,这也许暗合了米沃什对于

故乡早年的想象 。米沃什这样写道:“近旁的

白俄罗斯农民面颊凹陷 , /他们不怀好意的神

情倏忽而过。/痛苦衰弱的犹太人 。/他们的

女人有着女巫一般的眼睛 ,/裹着纱巾 ,身体

扭曲 。/生养让她们身心交瘁 ,如同牲口 。”奥

斯卡通晓多种语言 ,可自很小的时候起他就

移居巴黎 ,一生主要是以法语创作。米沃什

对他的赞扬毫无保留 ,认为“这个人的传记 ,

在我看来 ,/跟圣人 、预言家的一样重要” 。奥

斯卡跟米沃什一样 ,都痴迷于神秘主义思想

家和密茨凯维奇 ,创作了很多关乎人类起源

奥秘的宇宙诗 。在对奥斯卡的作品长期的阅

读中 ,米沃什发现奥斯卡的时空观 ,与差不多

同期出现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谋而合 。米

沃什对奥斯卡推崇备至 ,认为他比自己更有

资格荣获诺贝尔奖 。可惜奥斯卡卓越的诗歌

才华和预言家般的洞察力 ,在西方 、甚至在法

国学术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也许是不想

让一位大诗人的作品就此淹没 ,他在诗歌的

正文后面添加了繁复的注释 ,希望借此能让

更多的读者了解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成就 。读

者对这样的体例也许感到不大习惯 ,因为正

文和注释里出现了众多的专有名词 ,不少源

自奥斯卡的家谱和立陶宛的地方志 ,涉及偏

僻的地名 、名不见经传的人名 ,不时出现的拉

丁文 、法文 、波兰文和立陶宛文等多种语言 。

组诗的前七部分 ,主要是简介奥斯卡的生平 ,

其史料价值大于艺术价值。后两部分 ,米沃

什阐述了他们在哲学思想 、尤其在诗歌观点

上的传承关系。诗歌应该保持自身的尊贵 ,

绝对不能被俗念愚行所玷污:“崇高 ,不许名

利贴身 , /会长存常新 ,代代延续。/因为就思

想而言 ,伟大的魂灵会不断诞生。”米沃什辛

苦的注释和真切的追思 ,最终能将在历史尘

烟中的魂灵唤回吗 ? 端赖世间用心的读

者了 。

米沃什的诗歌有众多的仰慕者 ,包括同

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希尼 。后者曾在一篇文

章中 ,将米沃什与神话中的提瑞西阿斯和俄

耳甫斯作比 ,认为他既是富有远见的预言者 ,

又是抒情诗的圣手 。(Heaney ,2002:410)此

言不虚。这本诗集的最后一首《俄耳甫斯与

欧律狄斯》印证了希尼的评价:诗作感情诚

挚 ,描写细腻 ,抒情色彩浓厚 ,一改从前的诗

作中思辨过重的风格。携带竖琴的乐神为了

寻回亡妻 ,来到阴府门口:“阴府门前。俄耳

甫斯/弓着腰 ,站在路边的石板上。/风曳着

他的上衣 ,卷过层层雾浪 。/树叶摇动。阵浪

过后 ,/车灯忽明忽灭。”诗人沿用了神话的情

节 ,可增添了很多想象的细节 。闪烁的车灯 、

错落的电梯 、迷宫般的走廊 ,让人觉得冥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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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无异 。然而喑哑的混沌 、干枯的梨树和

苹果树 、瘤结的细枝等等 ,分明又在暗示我们

那是只有地狱才有的景象 。可从嗒嗒的便鞋

声以及他醉心的吟唱中 ,让人觉得俄耳甫斯

不过是诗人假托的一个名字而已。诗人的灵

魂仿佛在半睡半醒之间 ,离开了躯体 ,踏上了

寻找亡妻卡罗尔的路途。在另一篇纪念性的

文章里 ,希尼回忆自己在克拉科夫看望米沃

什的情形 ,

我有幸在他的寓所两次拜会他 。第一次

时他卧床不起 ,身体不适 ,以致未能参加特地

为他而开的座谈会。第二次 ,他安坐于客厅 ,

面前是一具真人大小的铜像 ,那是她第二任

妻子卡罗尔。卡罗尔比他年轻三十岁 , 2002

年因突发癌症去世 。他在房间一侧 ,与另一

侧的铜像相对。老诗人凝视着铜像及周围的

一切 ,他的眼光仿佛来自彼岸。(Heaney ,

2004)

朝夕相处的伴侣如今已飘然逝去 ,诗人

备感惆怅 ,此时他想起了她先前的话:“你是

个好人。”黑夜中他带上竖琴 ,摸索着通往冥

界的通道 ,终于见到了心爱的人。在征得了

冥后放行的许可后 ,他们踏上了返回阳间的

路。然而 ,他顾虑重重:“一个问号从他心里

弹出 ,/缠住了他 ,犹如冰冷的旋花。”顾虑并

非多余 ,待他回头时 ,她却已不见了身影 。此

时 ,天已明 ,人已醒。重失爱妻的悲痛让他放

声呼唤:“欧律狄斯! /没有你的安慰 ,我如何

活下去?”米沃什不止一次地称自己是个“狂

喜的悲观主义者” ,这听上去像是个悖论 。人

世随处可见的不义 、灾难和死亡让他心生悲

观的情绪:“无法理解 。/你怎会创造这样的

世界:/人心疏远怜悯不施 ,/魔鬼交媾 , /死亡

木然守着时间 。”(《斯威利勒斯神父》)然而 ,

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同这些不幸抗争 。正是在

抗争中 ,我们得以彰显人性的伟大 ,获得审美

的愉悦和宗教的抚慰。爱人已远走 ,可生活

还要继续 ,俄尔甫斯想起了他先前曾用竖琴

演奏过的大自然的美丽:“接着飘来了香草的

芬芳 ,蜜蜂的嗡营。/他躺下睡着了 ,脸颊贴

着/煦暖的大地 。”

诗人说了很多 ,写了很多 ,可他知道 ,语

言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永远都填不平:“从言语

到无言的诗句 ,相隔何其遥远 !”“如同卢克莱

修那样描述宇宙。/可近来纠葛丛生。/字典

里的词汇太少 ,/我只能像伽利略那样描述世

界:/地球仍在运转 。”(《笔记》)令读者感到庆

幸的是 ,他没有一味地抱怨语言的乏力 ,更没

有堕入语言的能指游戏中。语言是神圣的 ,

也是神秘的 ,如同真理 ,它也许只能接近 ,不

能参透。米沃什曾经将诗歌定义为“热切地

追求真实” 。诗人毕其一生 ,都在向世人吟唱

真实的品质和力量 ,其卓绝的诗艺和深邃的

思想让他无愧于俄耳甫斯的美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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