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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18 日，
“九叶诗人”中的
最后一“叶”——郑敏先生走过了期颐之
年，向着人生的第二个百年进发。
作为郑敏诗歌的读者和爱好者，我
认真阅读了她不同时期的近乎所有诗歌
作品和诗论文章，将其作为硕士和博士
论文的研究对象，并与郑敏先生结识，至
今已十余年。我曾多次当面向她求教，电
话沟通的次数更是不胜枚举，这也让我
领会和把握了郑敏先生的诗思、诗情和
诗意人生。郑敏先生是学哲学的，毕生从
事诗歌创作和研究，游走在诗歌与哲学
之间，予哲学以诗歌意永，用诗歌给哲学
去涩，在诗歌与哲学、意永与去涩的调和
中 走 着 别 样 的 人 生 道 路 。在 女 儿 童
蔚——也是一位女诗人为她录制的百岁
感言视频中，郑敏先生认为世界是复杂
的、又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很有希望地往
前走，但往前走是胜利、还是耐心地研究
打开点好玩的是胜利？这值得思索。我理
解，郑敏先生的弦外之音是用强大的个
体生命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求得存在的
价值、悟得生命的意义。
纵观郑敏先生不同时期的诗歌作品，
她用不同的媒介和不同的视角展现了对
做生命强者的不同理解和阐释。青年时
期，郑敏以哲学为最高原则，注重本质追
问，力求在追问和拷问中获得终极意义，
做一个内省和理性的强者。中年时期，郑
敏以无意识为重要法则，注重真实呈现，
力求在求真和祛魅中寻求个体和历史真
相，做一个保护自我、提升自我和实现自
我的强者。老年时期，郑敏以解构主义为
重要切口，注重文化回归，力求在文化认
同和重新挖掘中实现文化和民族重振，
做
一个充满文化自信和光彩的强者。
郑敏先
生做生命强者努力的永恒主题和实现这
一目标的具体策略变化，
在不同时期的诗
歌创作中或隐或显地呈现着，
我们可以在
具体的作品中、在诗情和哲学中习得郑敏
先生百岁人生的活法和法则。

青年时期
——寂寞的生命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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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敏：
郑敏
：做一个生命的强者
儿，
/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的感喟。在
诗人营造的静穆友爱氛围中，融入了爱
的稻束比代表着历史流逝的小河更让人
充满敬畏和爱慕。
郑敏青年时期对于人生和生命的把
握以自身为支点，对寂寞、想象等情感的
内向审视，对金黄的稻束、马、小漆匠、清
道夫等的外向感悟，都是她探寻生命、做
生命强者的重要方式。这个时期的郑敏
因为涉世不深、阅历较浅，且哲学思绪强
于人生实践，因此把更多的问题纳入哲
学的视角和平台进行审视，使诗歌和人
生都呈现出强烈的哲理化色彩和理性主
义光芒。

年轻时的郑敏
本质。诗人对寂寞作出了界定，对自我和
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当我感到寂寞的
时候柏树能让我进去躲躲吗？我感到了
寂寞像一条蛇咬我的心。诗人在自问自
答的设问中展示心理之复杂和人类之复
杂，从而揭示了人的主体的复杂性和多
样性，揭示了“我”
“ 寂寞”的个体底色和
心理特征。郑敏用哲学的视角把这种体
验放置于广阔的社会发展和滔滔的历史
洪流中，并寻得生命最严肃的意义，即：
生命是一条滚滚的河流。生命即是一条
滚滚的河流，何其寂寞！
在自我情感中寻得生命意义的郑敏
并没有就此沉沦于个人的小感伤和小情
调，而是转向更为开阔的历史叙述和人
生建构。
《金黄的稻束》便是注重历史叙
述和人生建构的经典之作。在《金黄的稻
束》一诗中，诗人以对金黄稻束的观察、
体悟和哲理化升华为纬度，真实地表露
了诗人在稻束、母亲，由此产生的历史考
量中的感情变化及产生的相关思考。郑
敏在回忆这首诗的创作时写道：
“一个昆
明常有的金色黄昏，我向郊外小西门里
小街旁的女生宿舍走去，在沿着一条流
水和树丛走着时，忽然右手闪进我的视
野里是一片开阔的稻田，一束束收割下
的稻束散开，站立在收割后的稻田里，在
夕阳中如同镀金似的金黄，但它们都微
垂着稻穗，显得有些疲倦，有些宁静，又
有些寂寞，让我想起安于奉献的母亲们。
举目看远处，只见微蓝色的远山，似远又
似近地围绕着，那流水有声无声地汩汩
流过，它的消逝感和金黄的稻束们的沉
思凝静形成对比，显得不那么伟大，而稻
束们的沉思却更是我们永久的一个思
想……”郑敏的夫子之道是对我写作的
《沉思的凝结与美丽——读〈金黄的稻
束〉》一文的回应。我在拙文中从感悟和
体验的角度记录了阅读《金黄的稻束》时
的感受，着重描述了诗歌唤起的儿时的
记忆和情感。对此，郑敏曾点评到：
“很高
兴这首《金黄的稻束》能唤醒你对自己童
年时对稻田和母爱的记忆”；
“（它）不是
一般学术那种冷调的分析”；
“ 难得的是
它传达出诗与阅读者自己的生命经历和
体验间的内在的共鸣”。回溯和分析《金
黄的稻束》的创作过程，郑敏在诗歌创作
中首先抓住的是闪进视野的稻田，而微
垂的稻田又让诗人想到了疲倦的母亲。
正是在稻田向母亲的想象和创作转换
中，诗人把感情和哲学思索的纬度打开
了，为全诗情感的高扬和哲理的升华奠
定了坚实基础。因为只有在母亲这个意
象和想象的纬度上，诗人心中才能涌起
更高的情感浪潮，诗人对历史、世界和人
生的思考才能更加透彻和深刻。在稻田
和母亲的意象转换后，诗人又通过一系
列细腻的意象营造了朦胧、温暖和友爱
的氛围，构建了一幅静穆的、米勒似的画
面，以至最后传达出“历史也不过是/脚
下一条流去的小河，
/而 你 们 ，站 在 那

条流血的河，
“ 你/我/我们/在流血/从那
悄悄淌走的河床上/我们的血管被连接
在/能渗透的黑土上，然后/从他的血管
流走”。
（《在流血》）诗人把历史界定为一
条流血的河，每一个人都无法摆脱流血
的命运，一切都已暴露于天光之下，一切
都昭然于真实面前，一切都展现在众目
睽睽之下。人民的生命和鲜血成为一种
供给、成为一种营养套餐，于是不惜一切
地剥掠和征讨，不惜一切地压榨和奴役，
“庄稼黄了/金矿被凌乱地挖掘/祖坟被
剥开”。
“他只说：还有潜力，还有潜力/直
到你们的血都流到我的血管/在太阳下，
在如昼的手术灯下/我们在被点滴入他
的血管/直到我们变成美丽的苍白尸体/
同时被抛入存放英雄的殿堂。”
（《在流
血》）正是在对历史近乎无情的揭露中，
郑敏更加倡导个体的坚强，个体的生命
真实，个体对历史真实的把握。可以说，
只有每一个个体是真实的，历史才会真
正实现真实，才不会有奴役和杀戮，人们
才会在群魔乱舞时不麻木不混沌，保持
着理智和清醒，制止悲剧甚至屠杀的一
次又一次发生。在历史的强硬本质和个
体的孱弱属性的矛盾纠缠中，诗人看到
了被暴力虐杀的事实，只能在无奈中希
冀每个人都做一个生命的强者。
《巧克力猎人》是《心象组诗》中很有
特点的一首作品，也是我当时反复琢磨、
百思不得其解而最终完美解读的一首奇
特诗作。那种因不解而萦绕不去的困惑，
那种因破解而涌上心头的欢欣至今犹在
眼前。
全诗如下：
棕色的巧克力/泥土包着种子/我在
等待/牙齿暴露了/那甜甜的心/欲望要
吃掉我/我，一只充满幻想的/大雁，落在
猎人的脚边/猎犬欢快地跑来/猎人想着
他的晚餐
诗歌由“棕色的巧克力”引起，在不
断的思维跳跃和想象转换中完成心象的
演绎和描绘——棕色的巧克力恰似泥土
包着种子，有着甜甜的心，我在见到巧克
力时却有了吃掉它的欲望，而我吃巧克
力的欲望，像猎人射向大雁、猎犬欢快地
追捕大雁，我想吃巧克力，猎人和猎犬想
吃大雁。巧克力是被吃者、大雁是被吃
者，我和猎人及猎犬是施动者，而施动者
又被欲望所支配，主动和被动相互转换，
而主动和被动终为欲望所左右。
“ 巧克
力”和“猎人”两个全无干系的心象同时
在画布上涌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让
人回味的意象。这类意象的呈现使赤裸、
纠缠和矛盾的诗歌主题变得平易、宁静
而深邃。
郑敏中年时期在看尽荒诞社会和百
态人生后窦生疑惑，真实在哪里？自我在
哪里？如何求得和把握住真实？无意识的
钥匙出现了，心灵的禁锢之锁被打开了，
呈现在诗歌中，那被压抑的无意识巨大
冰山，在意识的放松和忽略中渐次融化
于诗人的心意和脑海，光怪陆离的意象、
新颖奇异的感觉、花样翻新的想法借助
鲸鱼、海底电缆、音乐会、夜色、雷雨、雕
塑等的掩护，披着它们虚幻的外衣涌现
出来，成为诗人体悟个体和生命的契机。
这里的个人是那么鲜活，这里的过程是
那么逼真，这里的生命是那么清新，这其
中的纠缠是那么真切，它以一种从来没
有的面孔出现在人们面前。呈现在眼前
的是那样真实，又那样残酷，是那样逼
真，又那样可怖，郑敏没有回避，坦然面
对，在获得真实的欣喜中笑看人生，这也
使矛盾的塑造和认识的开掘染上了冲淡
平和的意味，不再像青春时那样激烈和
不可调和。时间已经让诗人成为一个“托
钵僧”，再多的矛盾都将在“钵盂”中化为
涓涓流水，
消逝而去。

老年时的郑敏

绷带无奈的哭泣问苍空/哪里是我的母
亲？无数躯体被血海沉浸/失声的灵魂在
中年时期
沉默中回忆。”同样让诗人难以释怀的是
——追求真相的生命强者
“七千年的古老文明和尊严！
//随风而
去/瞬间消失了踪迹。”正因为如此，
“华
1985 年前后创作的《心象组诗》是
郑敏诗歌创作的重大转变，其缘起在于
盛顿在天上叹息/杰弗逊在墓中低泣/伟
诗人利用诗歌表达真情实感的实践受
大的人类宣言被唾弃！”诗人在对伊拉克
挫。真实和表态的顺畅是在无意识的涌
战争的关注中表现出了典型的古典主义
现中窥见了世界的真实和本质，诗人因
立场，表现了对民主的珍视、对文化的追
而对个体、社会和思维进行了准确判断
怀和对历史的尊重。诗人不仅从文化的
和深刻把握，进行了极具个性化和个体
角度关注伊拉克战争，还从国家间和平
深度的剖析，改变了许多机械唯物主义
相处的角度关注巴以战争问题。在《四月
的观点和看法，使个人的形象、历史的进
二十九日的冥思》中，诗人写道“在耶路
程更鲜活，使思维认知的方式更科学、更
撒冷的哭墙两边/两个历史上伟大的民
先进。可以说，被压抑的无意识并不意味
族/正为着生存而相互厮杀/无辜的羊群
着消失，它们是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沉潜，
浸在血泊中//我的冥想指引我看见/河
只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契机、一个适当的
上一架摇荡的狭桥/两个拔枪的民族相
形式、一个有勇气的改革者。当诗人决定
遇/一个声音自高空喊道/你中有他，他
听从那被压抑的无意识的召唤时，这一
中有你。”正是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切带着诗人变幻不定的心态涌上来。
的共存关系，使厮杀变成相让，甚至在敌
“但，听，风的声音/不停的信息/在沉寂
人的身体内有你，在你的身体内有敌人
中 形 成/它 来 自 夭 折 的 年 轻 人/涌 向
的踪迹。
你……”
郑敏关心世界的问题，更关心自己
《心象组诗》中对于真实的发现和探
国家的问题。她在对世界重大问题和世
究首先来自于个体。诗人在个体成长中
界文化的总体考量中反求诸己，更加深
窥见了隐藏于其中的矛盾冲突，并借助
入地思考中华文明的处境和中华民族的
形象化、具体化、生动化的描述对这种矛
现实发展道路问题。
“我们是五千年古文
盾冲突和纠缠品质中所蕴含的生命感悟
化的大户/却向垃圾抛弃东方花瓣/从零
进行解析和分辨，揭示了成长之路的复
开始被列为民族的骄傲。”
（《第一乐章
杂和不易，及在成长纠缠中最终归于宁
快板：历史的声音》）
“我们埋葬了/不朽
静的必然之路。
的一切/封墓的声音/沉沉地打在/这个
这河水/像铅一样黑/像铅一样沉/
世界里/一个寂寞的黄昏/我走过繁忙的
一条白色的鱼/在挣扎、在翻滚/她的浑
街头/突然闻到/荷花香，和听到/管风琴
圆的臂膀/高高托起/托出凶险的铅河/
的飘忽声/木乃伊从那黑黑的五米深处/
掌心朝上/透明的翅膀在忽扇/歇息着的
送来信息。”
（《木乃伊》）传统虽然被埋葬
精灵/荷梗碧绿/雪白的荷花在微摇/银
了，然而其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时时显示
珠滚在长有/银茸的肥大荷叶上/整个背
着存在的价值。诗人在这里把传统文化
景 是 墨 黑 的/沉 重 中 的 飞 翔/油 黑 中 碧
比喻成木乃伊不啻是一个生动而形象的
绿：
成长。
（《成长》）
创造，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真实生命的比
在诗人的无意识感悟中，成长的主
况，也是对传统文化强大生命力的赞叹，
体是白色的鱼，成长的环境是黑的铅河，
更是对目前国人麻木心态的鞭笞。文化
成长的过程是挣扎翻滚、沉重中飞翔，成
不是消费，不是怀旧，更不是装点，必须
长的力量是浑圆的肩膀，成长的契机是
以现代的眼光才能使其重新焕发生命的
被托出铅河，成长的结果是看到精灵和
光彩，
否则只能是木乃伊。
雪白的荷花。在诗人的笔下，社会学意义
死亡是这一时期诗歌中分外重要的
上的成长是如此凶险又如此无法抗拒和
主题，特别是在相伴近 60 年的爱人童诗
不可避免，是一堆交织着的矛盾纠缠。而
白先生去世后，郑敏更加真切地感受到
一旦成长并在社会中获得真实自我，生
了死亡的不可逆和因此而带来的刻骨铭
命的意义也就豁然开朗，许多无处寻找
心的痛楚。在《哀歌：轻轻飘去……——
的意义被发掘甚至浮出水面，许多无法
致 SBT，新仙逝的最爱的亲人》中，诗人
明了的意义也清晰起来，你变成了精灵，
描叙了自己与刚刚逝去的爱人梦中相会
你看到了荷花，你看到了透明的翅膀。但
的场景，
“黎明前我忽然被歌声唤醒，
/是
是，成长的过程是有代价的，是需要付出
你，亲爱的/穿过黑暗来寻找我/你还没
的，因为成长是“沉重中的飞翔，油黑中
有走远/飘过树梢/顺着小溪/你的手指
碧绿”。诗人对于成长理解的真实性和深
轻弹我的窗门”，这节诗叙述了逝去的爱
刻性就在于把成长中的矛盾纠缠梳理得
人在梦中寻找她的情境，接下来，诗人写
十分清晰、入木三分，即：成长的过程是
了两个灵魂相抱时的情状——天地为之
凶险的，但必须要成长；成长的代价是庞
融化，爱人的回来使离别变得十分短暂，
大的，但一旦成长就可以看清社会的本
然而随着黎明的到来，你的身影将如朝
质。当一切被去蔽后，诗人在个体的经历
露蒸发，诗人和爱人之间隔着死亡的海
中把历史逼真地呈现出来，把社会面目
洋，一旦越过去，我们像两只又飞到一起
条分缕析地暴露出来。郑敏在对个体生
的鸟，互相啄着羽毛，清洗那离别时的悲
命进行深切把握和细微烛照的同时，更
哀。然而，这样的相会终究是短暂的，生
注重对历史本质和真实的宏大叙述和客
和死的世界毕竟是隔绝的，当阳光升起
观追求，力求触及历史的客观和本质。
时、当幽会的情人被驱走时，我们手指相
老年时期
“历史是沉重的/需要一个黑色的铁铸
触、目光相依。
“生活在两个世界的情人/
——握住变化的生命强者
座/来托起仍在流血的心灵。”历史是一
白昼是黑夜，黑夜是希望/我看你消失在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郑敏的
晨曦里/目送你远去/亲爱的，我们泪流
诗歌创作再次出现了新变化,中国传统
满面/我们只有等待/我们耐心地等待/
文化成为郑敏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和关
等待另一个黑夜降临”，在这里，诗人把
注点。郑敏的诗歌积极介入现实生活，涉
分离解说成两个世界，在诗人看来，人生
猎美国式发展道路和世界古老文化生存
没有生死的分别，只是不同的两个世界；
状态等宏大主题，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
白昼是黑夜，黑夜是希望，这里充满着反
更加清醒的眼光关注世界发展和人类生
抗绝望的自觉和努力。在青年时期，处于
存等问题，体现了一个老诗人的担当和
生命力最旺盛时期的诗人满怀生命的律
勇气，使她的诗歌创作在回眸古典的趋
动和冲劲来认识死亡，加上学习哲学的
势中呈现出极其浓郁的当代品质。
缘故，那时她对于生死的认识更多的是
郑敏用诗歌关注伊拉克战争、巴以
形而上的、假设的和想象的；在中年时
战争等重大问题，在《丧钟为谁而鸣》一
期，处于饱经十年动乱而进行自我反思
诗中，诗歌把伊拉克战争纳入诗歌选题
的诗人把生死也纳入了反思的范畴，并
范畴，并进行个体化的思考。
“ 春天的风
以一种追求真相的视角来审视和触摸生
微潮/让纽约的高楼走出/冬季的阴霾/
死特别是死亡，所以这个时期诗人笔下
四月的樱花轻摆/华盛顿的湖水/不再能
的死亡是美丽的，虽然诗人从未见过她；
入睡//游行的人们渐渐散去/集聚着的
在此时，诗人对于生死和死亡的认识更
是强烈的物欲/乌云密布雷电划破长空/
多了岁月的沧桑感和人间的烟火气，生
从远处传来地裂和嚎哭/丧钟为谁而鸣/
和死是离别的，是伤痛的，是刻骨铭心
无助的古老大地和人民！”在诗人看来， 的，没有人能摆脱生死的轮回和宿命，没
伊拉克战争实际上是物欲主宰的一场战
有人能逃脱分离的痛苦和纠缠，死亡和
争，受到伤害的是广袤的土地和无助的
分离虽然是命运的必然，但确实很苦、很
人民。
“ 谁能忘记那张儿童的面孔/裹着
痛，哪怕如郑敏者也无法摆脱这样的人
图片来源：中国诗歌学会

刚一踏上诗歌创作之路的郑敏即被
她的哲学老师、诗人冯至告诫诗歌创作
是一条寂寞的路，加上郑敏内省和极重
感悟的特质，她的诗歌自一产生便呈现
出独特的寂寞气质。可以说，
“寂寞”是郑
敏对人生感悟和自我探寻的一个重要切
口，也是贯穿郑敏一生的重要感觉，她在
不同时期都创作过以“寂寞”为主题的
诗，各个时期的寂寞气质全然不同，而写
于上世纪 40 年代的《寂寞》最能体现郑
敏把一切主题都纳入哲学视角加以审视
的特点。全诗详细阐释了“寂寞”的生命
本源属性，并通过大量形象贴切的意象
展示了“寂寞”作为生命本源的矛盾纠
缠。诗人在“树”的寂寞中发觉到自我的
寂寞，而这寂寞正是世界的顶深处。于是
“我的眼睛/好像在淡夜里睁开，看见一
切在他们/最秘密的情形里/我的耳朵，
好像突然醒来，听见黄昏时一切/东西在
申说着。”正是在对于世界寂寞本质特征
的领悟中，诗人对通行的观点进行质疑：
所有人都会认为海里的两块岩石是不寂
寞的，因为他们同晒着太阳、同激起白
沬、同守着海上的寂静，然而这一形式的
不寂寞在诗人哲理的打量中却是更加寂
寞的，因为他们正如庭院中的两棵大树、
玻璃窗上的两个格子永远站在自己的位
子。
“ 人们是何等的/渴望着一个混合的
生命，
/假设这个肉体里有哪个肉体，
/这
个灵魂里有那个灵魂。”诗人并没有对人
们的渴望做出明确的评价，这种沉默却
不啻为一种最明确的回答。诗人接着问：
世界上有哪个梦是有人伴着我们做的
吗？没有！我们同爬上带雪的高山，同行
在缓缓的河上，然而，却无法把别人甚至
自己的爱人融为一体。
“ 无法伴着他同/
听那生命吩咐给他一个人的话；/看那生
命显示给他一人的容颜”，自我生命里的
星光和影子是谁也看不见的，因为人们
各自生活着自己的生命。在最后，诗人认
为寂寞是最忠实的伴侣，并由此油然而
生出对于生命的领悟。
在这首诗作中，
“ 我”
“ 寂寞”构成了
自我的本质界定。我为什么寂寞？为什么
是“我”而不是其他人“寂寞”，第一人称
的出现即呈现出一种自我拷问和本质追
寻，诗歌也因为“我”的主体性的确立而
充满了持续不断的疑问、反问和设问。
“这一棵矮小的棕榈树，
/他是成年的都
站在/这儿，我的门前吗？”没有给出回
答，这样的不回答实际是诗人的一种策
略，因为她想让你在心理上进行更深刻
的思考、思索和思辨——矮小的就成年
了？成年是不是应该高大？成年为什么就
要站在我的门前？难道它是引导我的顿
悟？在这样的疑问中，诗人用反问来回答
相关的问题。
“ 世界上有哪一个梦/是有
人伴着我们做的呢？……但是谁能把别
人……装在他的身躯里……感着他的心
所感觉的恐怖、痛苦、憧憬和快乐呢？”常
识告诉我们，没有人会陪伴着我们做梦，
没有人能感觉到如我们一样的恐怖、痛
苦、憧憬和快乐。在这样的反问中，我们
能 够 更 深 刻、更 准 确 地 领 悟 到 为 什 么
“我”常常希望贴在一棵大树上如一枝软
藤？为什们“我”常常觉得被推入一群陌
生的人里的原因——因为寂寞是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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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情感。
这个时期郑敏的诗歌语言值得高度
关注，她的语言追求简而不竭的效果，充
满着无限的意味，读来让人击掌叫好。在
《入秋》
《美神之颂》等诗篇中，美言佳句
频出。
《入秋》中，
“ 一野的秋虫占领了静
夜/织着一匹没有尽头的织锦/声音：星
星点点/点点星星”一节读来令人叫绝，
第一行中“一野”一词极为新奇，使全诗
在开篇就笼罩着浓郁的秋意和古典诗歌
的氛围，这与诗人此前追求诗歌哲理化
色彩的用词极为不同，这样的词语不带
有一点“理”的影子，却充满了“情”的意
趣。
《美神之颂》中“请你允许我时时回到
你的森林/让我埋葬我的困撼在落叶下/
由你的赤足轻轻踏碎”，三句诗语言简
洁，用词平常，甚至是全口语化的，但却
给人一种回味悠长、无法言说的美妙。这
在新诗中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在这三句
诗中，
“你”
“我”等人称代词也不断出现，
读后却没有一种感情的阻隔，而是仍然
让人觉得这种对美的颂扬是人皆有之
的。详细分析可以发现，这几句诗中语言
的优美恰恰就在于口语特征，时时、轻轻
等口语化色彩浓重的词语增加了语言的
说唱色彩和音乐性，使语言在其既有能
指意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种陌生感，容
易让人联想到新的意义和内涵。
“ 时时”
本是表示经常，而这里的用法既表达了
这样的意义，也增加了时间的频次，让人
感觉到了诗人与美神之间的经常性交
流，感觉到她对于美的追慕和神往，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作品的诗之美。
这个时期郑敏的新诗理论研习和批
评体现了她作为一个诗人的文学自觉和
作为一个理论家的思想深邃、目光犀利。
她的理论主张和主要观点都凝结在长文
《世纪末的回顾：汉语变革与中国新诗创
作》，这是一篇在中国新诗理论领域产生
了重要影响、且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宏
文。文章从现象上着重分析了初期白话
文运动的历史轨迹和中国新诗创作特别
是早期白话诗创作中白话文入诗备受质
疑的焦点，针对新诗存在的主题、语言、
诗体等方面问题，郑敏围绕创新与文化
传统、语言观、诗人的职责、后现代主义
诗歌的介绍、新诗自身的传统和新诗与
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
周密详尽的论述。在语言问题上，她强调
必须变革语言观念，重新认识汉语的审
美功能与诗歌价值。在新诗与传统问题
上，她更强调本土传统的重要意义，并将
之放在了“本”的重要位置。郑敏认为：中
国当代新诗一个首要的、关系到自身存
亡的任务就是重新寻找自己的诗歌传
统，激活它的心跳，挖掘出它被尘封土埋
的泉眼。在新诗自身问题上，她强调认真
检讨新诗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抵挡住“反
崇高、反美、反共性、反文化、反意义、反
主题”等思潮的侵袭，正视诗人自身问
题、新诗音乐性问题。
进入老年仍孜孜以求的郑敏自觉每
天都向最高点努力。
她曾告诉我，80 岁以
来，每天的主要工作是学习老子，寻求东
方的人生智慧。现在来看，她终是回到了
青年时期冯友兰人生哲学的轨道，赢得
了天地境界——在人生的旅途中，人来
到地球上一行，就如同参加一场越野障
碍赛，在途中能支持你越过一次次障碍
的精神力量，不是来自奖金或荣誉，因为
那并非生命的内核，只是代表一时一地
的成败的符号、荣辱的暂时性，甚或相互
转换性，这已由人类历史所证明。只有将
自己与自然相混同、相参与，打破物我之
间的隔阂，与自然对话，吸取它的博大与
生机，也就是郑敏所理解的天地境界，才
有可能越过“得失”这个最关键的障碍，
以轻松的心态跑到终点。这就是郑敏的
诗歌世界、百岁人生和长寿秘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