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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当代中国信仰基督教的人口数量巨大,而基督徒的文学创作也随之发达.有人将这一类文学称之为“灵性文学”,

旨在强调文学需表达人里面的神圣部分.不过,对于基督徒诗人的创作,人们通常以“宗教诗歌”轻视之.事实上对“基

督徒文学”,我们要仍以文学的标准来评价;因为“宗教”,在文学创作中常常只是素材;因“宗教”而轻视以此为素材的文

学,这种眼光是非文学性的.从文学的标准看,基督徒诗歌在经验和技艺上,有些是相当深切、复杂的;甚至,当代许多

基督徒诗人,其创作其实呈现出更高的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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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２０年前,一位学者这样描述基督教的影响在国人精神和艺术中的变化:“自本世纪中叶以

来,基督教的合法传言活动在大陆实际中断,无神论意识形态取得了实质性的社会法权,以至于基督

教的信仰和社会生活只会引起人们的政治警觉意识.然而,近十年来,社会层面对基督教的政治警觉

意识至少在城市区域有明显减弱,基督教的认信在已成为社会基础意识的无神论语境中自发漫生.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文化知识界中出现了宗教意向和对基督信仰的兴趣.这一精神意识之趋向在文

学、艺术、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中,尽管实际上不仅丝毫不具普遍性,而且显得脆弱孤单,但确有增长

的趋势〔２〕”
这种“增长的趋势”在接下来的历史中日益明显.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版)、«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版)
等著作在人文领域,影响深远;先锋小说家北村认信基督之后的一系列小说和年轻的批评家谢有顺的

小说批评,也让人耳目一新.对于诗歌而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无疑是悲怆的岁月,海子自杀(１９８９
年)、骆一禾猝死(１９８９年)、戈麦自杀(１９９１年)、顾城杀妻后自杀(１９９３年)、老诗人徐迟自杀(１９９５
年)幸运的是,在诸多诗人自杀或颓丧之后废墟般的中国文学图景中,也浮现出一些“走向十字

架”的写作者、许多有基督徒身份的诗人.在新世纪,“基督徒文学”———由基督徒作家创作的文学,渐
渐引人注目;而在诗歌领域,许多诗人并不隐藏自己的基督徒身份,积极以诗歌来言说信仰经验中人

与上帝的相遇,这种具有新的美学形态的作品也在不断涌现.

５０１

〔１〕

〔２〕

本文[Thispaper]为 Wei[is]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GuojiaShehuikexueJijinXiangmu [NationalSocialScience
FoundationProgram]«当代中国的基督徒文学研究»DangdaiZhongguodeJidutu WenxueYanjiu [TheResearchOnChristian
LiteratureofContemporaryChina]成果Chengguo[Achievement],批准号Pizhunhao[Rectificationnumber]:１４BZW１４５．

刘小枫LiuXiaofeng,«“文化”基督徒现象的社会 学 评 注»WenhuaJidutuXianxiangdeShehuixuePingzhu[Sociology
CommentaryandAnnotationonCulturalChristianPhenomenon],«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WomenZheyidaiRendePaheAi[Fearand
LoveofOurGenerations],(北京Beijing:三联书店Sanlianshudian[JointPublishingCompany],１９９６),２１５．



国学与西学 国际学刊 第１５期,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一、“灵性文学”

在当代基督徒文学领域,小说家、诗人施玮应该是影响较大的一位,她不仅是作家,还是理论家和

文学潮流的推动者.施玮有一个提法,就是基督徒文学应当是“灵性文学”.传统的性灵文学,“强调

的是作家主体的精神走向,对应的是言志文学”,而灵性文学则是,强调的是“人性中神的部分.”“不再

是藉着人的特性来体悟‘灵’的存在与美善,(‘性中之灵’),而是灵在人里面,藉着人的言说(文字)、行
动散发出来的气息与光芒(‘灵之性’)〔３〕.”“灵性文学”的“灵性”,其实是肯定人里面神性的确实存

在,期求作家回应神性的呼声,抒写符合圣经与上帝启示的话语.圣经说,人是“有灵的活人”〔４〕(本
文所引圣经经文,一般采用中文和合本),人里面的这个“灵”,本来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

的,人也应当活出上帝的形象,生命中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５〕,“灵性文学”,其实是人向上帝回归

的文学.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施玮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写了许多关乎男女情爱、风格绮靡唯美的小说和诗

歌,但之后,她对文学的美有了新的理解.“圣经的‘神的话’和圣灵的启示,及圣灵所引导的信仰体

验,正好提供了确立新的,与旧有文学(文化)相对立的‘审美’.如果我们反而媚俗、趋同于世俗文学

的审美,就是失去了藉着我们的文本,让‘神性审美’冲击世俗文学、冲击人们心灵的机会.以属天的

审美,冲击、影响、改变世俗审美,才是基督教文学作家的冲锋目标.〔６〕”这种“属天的审美”,即在上帝

的国度里得救的人能够认识的美与真,这种美包含着人的尊严(人有上帝的形象)、上帝对人的慈爱与

救赎、人回归上帝之后所能享受到的完全更新的生命;“这‘真’就是全方位地洞察人性、描述人生.
呈现出最真实的,最被剖析到深处的生命,所有的痛苦与喜乐、丑陋与美善.只有生命中真实、隐
秘的冲突、挣扎、得胜,才能传递生命的信仰.〔７〕”.圣经中常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比如«旧
约»里«诗篇»的１１１章１０节、«箴言»的１章７节、９章１０节等),若真如此,那么基督徒文学中的美与

真,其实是一种更“深处的生命”的言说.施玮也由此创作了一系列以圣经体裁、信仰体验为依据的长

诗组诗,如«另一种情歌———十字架上的耶稣»、«神迹的喻示»、«十架七言»、«天国»、«灵»、«安息»、«关
于苦难»等,另外还有诗剧«创世纪»、“与耶稣相遇的女人”等系列诗体小说.

对于当代中国基督徒文学的大力推荐,施玮做了许多工作,由她主编的“灵性文学”第一辑已出小

说卷、诗歌卷和散文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这套丛书使许多基督徒作家由此浮出水

面,比如小说卷«新城路１００号»除了展示大家熟知的北村、施玮的作品外,还有莫非、区曼玲、小约翰、
融融、慕鸿、安然、何西、杨小娟、爱米、徐徐、尧雨、鹤子、陈卫珍、曹蔡文洁、山眼、戴宁、文屏、季芳、但
理、羊君、叶子等２０余位基督徒作家的小说.散文卷«此岸彼岸»除了展示著名作家张晓风(台)、杏林

子(台)、王鼎钧(台)等人的作品外,还有另外５０余位人们不熟悉的基督徒作家的散文.诗歌卷«琴与

炉»则展示了施玮、北村、樊松坪、鲁西西、齐宏伟、空夏、易翔、杨俊宇、谭延桐、于贞志、新生命、姜庆

乙、匙河、雁子、王怡、楚耳、海上花下、雪女、仲彦、东郑溪波、梦月、徐徐、陈巨飞、黄莹、殷龙龙和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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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等２６位诗人的作品.在基督徒诗歌这一领域,诗人远远不止这些,即使在整个汉语诗歌界,都有一

些曾经为人所熟悉的作者,比如１９６０年代出生的阿吾、鲁西西、宋晓贤、苏小和、桑克、马永波,比如

１９７０年代出生的黄礼孩、李建春等,比如１９８０年代出生的李浩、黎衡、张慧君、孙苜蓿如今,他们

的名字,也属于基督徒这一信仰群体.最新的一套基督徒诗丛也在２０１４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丛
书第一辑有五种,分别为刘平的«一字一国度»、刘光耀的«爱、死、忧郁,天使的迷狂»、宋晓贤的«日悔

录»、李浩的«风暴»和荣光启的«噢恰当».可以说,今天在当代中国的文学版图上,人们应当关注有一

种文学叫基督徒文学;从其审美属性来说,也可以称之为“灵性文学”.

二、“文学的标准”

在当代中国的女性基督徒作家中,施玮和鲁西西的作品是比较突出的,这与她们的文学质量密切

相关:虽然是基督徒文学,但其文学性没有降低.施玮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最新的著作则是长诗«辉煌

的基督»,此著由香港汉语圣经协会２０１４年出版,更名为«以马内利».这是一部精心结构的长诗,作
者以耶稣生平中的重要事件为线索,以圣经记述为根据,对圣经的情境和思想展开想象,将写作者的

情思与信仰经验融入在想象的圣经情境中,使人对圣经记述有更具体、更深切的感知.在基督徒的文

学中追求文学性是必要的.基督徒若只是将圣经当中的话语换一种自我的形式重新叙述一遍,不能

让人对圣经话语有任何新的感觉、想象和经验,我们何必读他们的作品,有这个时间我多阅读圣经岂

不是更好? 基督徒的文学首先应当是文学,而不是宣教文学,如果先是宣教文学,效果恐怕适得其反.

２０世纪伟大的文学家艾略特(ThomasStearnsEliot,１８８８－１９６５)是基督徒,但他的诗歌、戏剧和

文学理论却不能以宣教文学冠之,而是人人称道的现代文学经典(如«荒原»、«四个四重奏»等),其作

品(包括文学理论)的光芒在世界现代文学的序列中至今没有褪色,艾略特非常反对文学对宗教的“宣
传”,而是要求“文学是一种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表现基督教思想感情的文学,而不是一种故意地和挑

战性地为基督教辩护的文学”〔８〕,他强调“一部作品是文学不是文学,只能用文学的标准来决定,但是

文学的‘伟大性’却不能仅仅用文学的标准来决定.〔９〕”.据此,文学的标准是作品在感觉、想象和经

验的层面上,让读者对作者的言说对象有具体的感知和深深的感动.
该著在“序言”之后,便是长诗第一篇«圣诞雪»,第一节即是:“圣诞,一场洁净的雪/从高天之外,

降下/柔软厚实地覆盖尘世/掩去滚滚烟尘、人声,掩去/心灵和肉体的喧嚣//商人们竭力地喧哗缤纷/
却仿佛屏幕上无声摇晃的虚影/圣洁,俯下身来/如一场雪.馨凉.丰厚/向虚弱,难以发芽的灵魂耳

语”〔１０〕.主耶稣诞生的情境中有一场雪,这是合理的想象,如果仅有这个想象,那也只是对圣经记述

的合理延伸,没有给我们在圣经语句之外为我们增添什么.但这里令人感动的是:作者将她对救世主

的理解与雪的想象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圣洁,俯下身来/如一场雪”圣洁无瑕疵的神子(本文中

“神”,一般情况下,与“上帝”同义),他本是神,却降卑为人,生于世间,这是神对人的屈就(“俯下身

来”),是神的大爱的表现,在圣诞之雪的想象中,融入了神的属性和救赎的要义.这样的文学写作,无
论是在想象上还是在教义上,让人对神有多重的感知和理解,也许这才是合理的基督徒文学.

鲁西西是一位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成名的女诗人,在新世纪初,她正式宣告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在
作品上,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风.相对于许多女诗人的颓废、绮靡与唯美,鲁西西的诗歌给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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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明朗的希望之色.她的那首«喜悦»常常为人称道:“喜悦漫过我的双肩,我的双肩就动了一

下.//喜悦漫过我的颈项,我的腰,它们像两姐妹/将相向的目标变为舞步.//喜悦漫过我的手臂,它
们动得如此轻盈./喜悦漫过我的腿,我的膝,我这里有伤啊,但/是现在被医治.//喜悦漫过我的脚

尖,脚背,脚后跟,它们克制/着,不蹦,也不跳,只是微微亲近了一下左边,/又亲近了一下右边.//这

时,喜悦又回过头来,从头到脚,//喜悦像霓虹灯,把我变成蓝色,紫色,朱红色〔１１〕.”很多人将之读成

了励志之作,但是,这里边那激励人的经验从何而来? 人若不理解其基督信仰的背景,恐怕很难真正

体会这里的“喜悦”.
鲁西西现今的许多诗,其实来自于«圣经旧约»的«诗篇»和教会史上、当代中国许多著名的赞美

诗.也许不能说鲁西西的诗是这些诗的“影子”,但欣赏鲁西西诗作的人,不去追根溯源,不去探寻那

吸引鲁西西的“喜悦”之泉源,在理解上一定有偏差.鲁西西将自己的文学之路,描述为一次死而复

活,如她«失而复得»一诗所写:“我最爱吃青春,爱情,和诗歌./我就是靠吃这些东西长大的./我每

天吃,不管身边有没有陪伴./我每天吃,但还是老了,孤独,味口败坏了./但是今天,当我把这一切

都挪开,/把吃进内里的全部淘出来,/这些我极度喜爱的东西,/我看我从此不吃,能不能活下去./我

活过来了,居然活得很好./我活得很好就像我从来没有吃过它们.〔１２〕”这里的“青春,爱情,和诗歌”,
指的是那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１３〕”,大多文学家是靠写这些生活的,像吃饭一

样.但这样的“饭”,也是越“吃”越虚无,越“吃”越“苦”.鲁西西在人生的中途,进行了一次生命的跳

跃,“我看我从此不吃,能不能活下去.”结果是“我活过来了,居然活得很好./我活得很好就像我从来

没有吃过它们.”其实不是鲁西西幸运,对于每个人都是这样,上帝已经预备这样的筵席,可惜,赴宴的

人,很少.在别的文学家那里赖以活命的东西、作为创作源泉的东西,如今在鲁西西这里,成了要“挪
开”的东西.“挪开”也意味着这种生活变化的重量与难度.鲁西西在这里,像使徒保罗对待所说:“只
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１４〕”“把这一切都挪开”,也因为有上帝的应

许:“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灵魂’.下同),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

命.〔１５〕”她的«失而复得»,精义在这里.
鲁西西让人佩服的是,即使对宗教反感的人、将信仰视为不可说之物的人,都常常欣赏鲁西西的

诗作.这就是鲁西西作为诗人的出众之处了.严格说来,文学素材无高下之分,“宗教诗”的说法是不

成立的(宗教经典可能有文学性,但其目标绝不是文学;诗中有“宗教”,但其到底是不是诗,决定因素

不是“宗教”,而是其中诗的艺术),诗也不可能因为宗教的题材、主旨就变得高尚、优秀.在文学中,经
验的传达一定是文学性的,而不是宗教式的,虽然宗教中也有文学性的言辞.对于基督徒诗人来说,
成为一名优秀的写作者就更困难,因为有圣经,圣经中除了杰出的«诗篇»外,以色列人的智慧书、先知

书等书卷,许多都是诗歌体,读者读你从这些伟大的诗歌中衍生出来的作品,为什么不选择直接面对

希伯来文学、面对圣经? 鲁西西比许多基督徒诗人优秀之处在于,她的诗歌没有直译«诗篇»和转述赞

美诗,她的诗歌中仍然有一个信仰者复杂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悟.
«序曲与怀念»是一首杰作:“我爱高山的同时也爱着它的倒影./那美好的事物因此被我爱了两

次:/洁净,湿润,岩石做成的手臂,/白昼的强壮体魄隐藏着夜晚的秘密和种子./我是一个人,但也不

仅仅是./那流经深谷的长河停了下来,/我所呼吸的新鲜空气把我带进幻想,/和现实的这一刻.黑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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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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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刊»Shikan[Poetry]２００１年第３期[No．３,２００１],收入«鲁西西诗歌选»LuxixiShigexuan[SelectionsofLuXixis
poetry],(北京beijing:光明日报出版社[GuangmingDailyPress],２００５),３．

«汉诗»Hanshi[ChinesePoetry]２０１１年第３期[No．３,２０１１],(武汉 Wuhan:武汉出版社[WuhanPress],２０１１),１０５．
«新约约翰一书»２章１６节.１John２:２６．
«新约腓立比书»３章７节．Philippians３:７．
«新约马太福音»１６章２５节．Matthew１６: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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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像瑶池摆动着我的肉体,/窃窃私语的翕动的嘴唇忘了黑暗的另一世界./就这样在归乡的夜路上

我看见了果树,/与平原:河水的眼神渴望与山顶相呼应./我是念缛文的信徒和献祭在一起,/好似一

件重大的事情已发生,/可我是如此沉重,又迷醉./我并不曾让信念持续得比痛苦更广阔,/除非给我

两柄利斧,两个反面:/除非有一个更大的秩序,/维持着暗夜的空洞与节拍.〔１６〕”此诗中,有对至高者

上帝的独特赞美;有自我的表白;有对新的生命状态的描述;有光明与黑暗的争战人的信仰经验

是复杂的,上帝是一个尺度,人的罪性亦是一个尺度,信仰会使一个人的痛苦更深,但也如同产难,其
中孕育的是希望.艾略特在长诗«四个四重奏»里曾有这样的诗句:“我对我的灵魂说,别作声,让黑暗

降临在你的身上/这准是上帝的黑暗.”(Isaidtomysoul,bestill,andletthedarkcomeupon
you/whichshallbethedarknessofGod．)〔１７〕“上帝的黑暗(TheDarknessofGod)”,该是什么样的情

形? 它指的应该是人在困难甚至绝望当中对上帝坚忍的盼望,这里有文学家基督徒才能感受到的东

西,而基督徒文学,其令人激动的地方也在这里:以更深切的言辞描述出一种普遍而难以言说的信仰

经验.

三、“忍受”的美学

李建春是１９７０年代出生的诗人中在写作风格上较为成熟的,他应当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阵

营,作品曾经刊发于“中国诗歌评论”丛书〔１８〕.不过,也因为信仰的原因,他渐渐离开“知识分子写作”
的诗人群体,独立于自己的艰苦卓绝、追求技艺的长诗写作.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求知求真的历程中,
接触、认信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对一些人是自然的事情,但对于作家、尤其是诗人而言,成为基督徒并没

有降低其对文学作品的技艺的要求,相反,为着上帝的荣耀,他们在创作中,对技艺的要求更高.
当一个诗人从早期的感觉化的写作当中慢慢成熟,开始思虑这些感觉从何而来、这些感觉到底合

理不合理、这些感觉有什么用等问题时,他的写作已从纯粹的审美领域过渡到伦理学的领域;从美神

之子成长为要担当自我与人类命运的西西弗是一个进步,但在这个进步之后,其实有更深一步的问

题:西西弗的壮举是在藐视神明的语境下成立的.而基督徒对此的回应是:上帝并未缺席,上帝的爱

通过十字架上的耶稣、三日后复活的耶稣亲临每一个个体,随时随在.问题是:现在你继续依靠上帝

给你的自由意志、拒绝上帝的救赎之恩,还是承认:比西西弗神话更荒谬的是,个体的人相信自己能救

拔自己甚至担当人类的困苦.作为基督徒的李建春,其诗歌里的生存经验比以前更复杂了、同时在技

艺上也更要求深切与节制.
“我怎能忍受,在仿佛被提高之后,/怎能再下去呢? 怎能离开呢? /你说这是命令,‘你要学着

我.’//世界之美在你身内闪耀,你是为此而来的./我如此难堪,我的上帝躲起来,在平常的/街道,在
超级市场的出入口.//人群中我忍受.他们冷漠地走向/各自的洞穴,如当年,当人子被钉上十字架

后./你教我说那词,对冷漠,对遗忘,说‘爱’.//爱能熔化水泥,钢铁,玻璃.我爱./午后的云燃烧

起来.贸易广场附近的转盘中央,/片刻的宁静.难得的开阔地,天空//下垂并且倾听.那云如乳房

悬在干涸的/喷泉上方.人们离去,或步行或乘车回家,/我呆立在十字街口.我的嘴//如街头雕像的

嘴,模糊的视线中/没有障碍之物.我的心大声地喊你,/求你不要离弃.我竭力地摇晃身体,//‘成
了’,黑暗如漩涡卷入.求你不要离弃./我的喊声里有愤怒和恐惧.我枯干如/谷壳,腐败如葡萄,在

９０１

〔１６〕

〔１７〕

〔１８〕

«汉诗»Hanshi[ChinesePoetry]２０１１年第３期[No．３,２０１１],(武汉 Wuhan:武汉出版社[WuhanPress],２０１１),１０９．
T．S．Eliot,“FourQuartets”,TheCompletePoems&Plays,London:FaberandFaber,１９６９,p．１８０．
李建春LiJianchun,«百货大楼的语法»BaihuodaloudeYufa[DepartmentStore＇sGrammar],孙文波SunWenbo、臧棣Zang

Di、肖开愚XiaoKaiyu编,«语言:形式的命名»Yuyan:XingshideMingming[Language:FormalNomenclature],(北京Biejing:人民文学

出版社[People＇sLiteraturePublishingHouse],１９９９),１２９Ｇ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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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天空下.//午后的云散去.求你怜悯我狂乱的心./我学着你,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爱世

界,就不能停下,/如你所命,我戴上了美的刺冠.〔１９〕”
在对自我进行了严厉的决断之后,李建春进入了一种从世界分别出来的生活,他在“街心公园”,

在喧嚣之地的核心仰望神圣之物.在“街心花园”恒切祷告.“街心花园”是一个象征.信仰的生活不

是远离尘嚣,而是在世界之中,但不效法这个世界.过去的生活,也许回忆起来还有点“美滋滋”,难以

割舍,那是旧我的根性,需要一点点更新.已经被提,怎能再下去? 已经进入永生,怎能再回返? 这是

命令,更是爱.李建春是一个不为时代精神所动的诗人,他的写作更多是在自我的罪污、世界的沉沦

与上帝的圣洁、恩宠之间展开.他写的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的“宗教诗歌”,他只是从上帝的启示那里领

受了对待自我和世界的方式,并以之来更有效地展开心灵的辩白和对历史的沉思.在“美”与“荆冠”
之间,新的生命与相应的代价、新的诗歌美学与相应的技艺之间,李建春的诗歌呈现了一种“忍受”的
美学:他涌动的情感与经验在言说中非常冷峻、节制,其境界整体阔大、深远,但意象和言辞上又奇诡、
独绝.

８０后诗人黎衡在诗艺上素来有着惊人的克制与成熟,其关于信仰经验的写作,在技艺上更是值得

关注.“旷野早已无人/四十天的暴雨和四十天的沙石/宇宙蠕动着饥饿的胃/你要独自走向哪一个小

小的星球的背面/穿过沉默的光环/开始说话,未来一直涌出鲜血/忍耐,使紧闭的门/从死亡的海底被

喷泉顶开/你的梦盖满灰尘,你梦见你不停地/走向自己,你自己就是国家、/山巅、洁白的衣服/你在衰

朽中成为流浪的琴弦〔２０〕”.这首诗处理的是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这一经典题材,但他却写出了新意,他
没有将诗歌的言辞变成圣经话语的解释,没有无节制的抒发对耶稣的情感,而是“忍耐”,思想这件事

的“未来”,短短的诗行中,他将耶稣流血牺牲、受难、死亡、所开拓的未来及成为今天许多流浪者的“琴
弦”等等意思表达得非常充沛,让人深感诗歌简练而丰富的美.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天晚上,我们从莲花山

公园/绕出来,越过一座人行天桥,想去/初见时的广场吹吹风.窸窣的雨/使街道卷曲,行人都是影

子.//但我们走反了方向,在从未见过的/路牌之间兜圈,梅林的街区/“都像叶子渐渐枯干”,‘好像风

把/我们吹去.’迷路使我们更饥饿,//更无知.我忽然记起附近有一座教堂,/于是带你去寻找,‘风不

住地旋转.’/经过斜坡、树丛,我们循着诗班练唱的/歌声,发现它,在风的无限安静中.〔２１〕”这首诗来

自«新约约翰福音»３章８节,同样的经典题材,黎衡在处理时携带了个人的日常生活,他将迷途、饥
饿和无知的日常生活景象引向信仰的漩涡中,在不住旋转的风中,“你”会发现教堂,它“在风的无限安

静中”.诗作最后一句极有意味,那“安静”,犹如风暴中心的安静;这是迷途与知返的人生历程中的风

暴与安静.黎衡的诗歌写作技艺的娴熟之风一如既往.

四、“宗教诗歌”?

事实上,当代汉语诗坛有许多像李建春、黎衡、鲁西西这样的写作者,尽管在此前他们的写作已经

被广泛认可,但作为基督徒文学,人们在谈论时往往又陷入一种偏见:他们是“宗教诗人”、他们写的是

“宗教诗歌”.这种先见至少有两种意味:一是“宗教”将会使诗歌写作的指向变得单一,将复杂的人生

问题简单化,这样的诗人“排除了人们通常认为是人类特性的一些主要激情,因此也就承认了他对这

０１１

〔１９〕

〔２０〕

〔２１〕

李建春LiJianchun,«街心花园祈祷»JiexinHuayuanQidao[PrayintheStreetGarden],«出发遇雨:二十年诗选»Chufa
Yuyu:ErshinianShixuan[EncounterRainontheRoad:SelectedPoemsinthetwentyyears],(广州Guangzhou:花城出版社[Huacheng
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２),３．

黎衡Liheng,«光荣»Guangrong[Glory],«今天»Jintian[Today],winternumber(２０１０),６５．
黎衡Liheng,«来自风»Laizifeng[FromtheBreeze],«诗林»Shilin[PoetryForest],No．５(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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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激情的无知.”———就像T．S．艾略特曾经指出的:在大多数诗歌爱好者看来,“宗教诗歌”(religious
poetry)只是一种“小诗歌”或“次要诗歌”(minorpoetry)〔２２〕;二是因为宗教是可疑的,由此宗教诗也不

应当拿到公共诗坛的层面来谈论.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背景中,当然有些人是尊重宗教的存

在及其价值,而有些人,则一直持天然的远离或否定的态度,在文学中亦然.
其实对于第一种观点,我们想说的,这种偏见是针对宗教本身的偏见,同时也殃及了以此为素材

的文学.其实,文学好坏之标准并不在其素材本身.T．S．艾略特说,但丁、莎士比亚如此伟大的诗人,
他们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言说了什么“时代”的思想精神(他们所处时代的伟大的宗教思想),对于他

们而言,那些“流行于他们各自时代的思想,也就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材料,他们不得不用以作为表达

他们感情的媒介,这种思想的相对价值是无关紧要的.〔２３〕”而文学的独特性在哪里? 真正的诗人“所
从事的工作只不过是把人类的行动转化成为诗歌.〔２４〕”“诗人制作诗歌”正如“蜜蜂制作蜂蜜”一样,
“他只管制作.”这种诗人的优秀之处正在于他对时代精神、现实经验在语言、形式上的“转化”与高质

量的文本“制作”.正是这种专心地“制作”,使他们才能够成为那个时代“诗人中的诗人”.艾略特说

莎士比亚:“和他同时代作家当中的任何一位相比在把素材转化为诗歌的过程中表现出更高超的

本领”〔２５〕.莎士比亚平均每个剧本引用圣经１４次,这并不代表他就真正信仰上帝,但是,作为文学写

作,你要看的是,从素材到作品的最终呈现,作家的“制作”与“转化”之工在哪里.
对于第二种观点,其实,批评宗教之可疑的人与基督徒作家不同的是,后者把真正的宗教当作宗

教,前者则是把诗歌、文学当作宗教.他们所秉承的人生态度其实是一种立足于人本身的“人道主义”
或“人文主义”(当前中国文化中被普遍高举的“人性化”、“以人为本”等话语也与此有关).

其实这些态度都没有错,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人性化”、“以人为本”或达到生命内在的

“自由”? 人从自身的原点能否凭借自身飞跃至“自由”之境? 美国新人文主义运动创始人之一欧文
白璧德(IrvingBabbitt,１８６６－１９３３)曾这样总结秉承“人道主义”的人们:“他们情愿生活在自然主义

的水平上,却同时又想享受过去人们通过一些人文主义的或宗教的锻炼所获得的好处〔２６〕”.而T．S．
艾略特把白璧德对“人道主义”者的批评仅仅改动了几个字眼,就解构了自诩高人一等的“人文主义”
者的优越心态:“他们情愿生活在人文主义的水平上,却同时又想享受过去人们通过一些宗教的锻炼

所获得的好处”,这也许也是我们的诗坛另一些高人雅士的矛盾心态:他们需要宗教般的体验或好处,
却不愿接受宗教的“约束”.在T．S．艾略特看来,其实“人文主义”并不比“人道主义”好多少:“人道主

义抑制了特有的人性,只剩下兽性;人文主义者抑制了神性,只剩下人性中一个成分,而这个成分,虽
然他(人文主义者)力求使之升高,却有可能很快地下降到兽性的水平.〔２７〕”

当代中国的基督徒诗人的创作,即使不从宗教角度,你也能辨认其诗歌在技艺上的价值.当然,
如果你懂得诗歌文本在题材上的来源,关于这种技艺、关于人本身,你会知道得更多.当代中国的基

督徒诗歌,无论从作者来源还是从作品本身,都有许多值得探究的地方,这是一种有价值的文学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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