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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國君 

 

在新詩史上，艾青提出了‚詩的散文美‛的新的詩學命題。艾青‚詩

的散文美‛，承胡適‚作詩如作文‛的漢詩轉化策略而來，但其內蘊卻不

盡一致，它不僅是詩歌語言方式（口語、書面語）的追求——詩語、書面

語的口語化追求，也是詩的語言個性與美學風格的追求，不僅是文學形象

工具的便利性問題的探索，也是自由體新詩在‚自由‛意義上的文體的散

化之美的交互變化之美的追求，具有豐富的詩學內涵。 

從新詩詩美建構的角度來說，這一命題不僅在理論上深化了詩歌散文

化的內涵，其詩歌創作實踐，還實現了胡適提出的‚ 不拘格律，不拘平仄，

不拘長短，有什麼題目做什麼詩，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和廢名倡導的‚我

們寫的是詩，我們用的文字是散文的文字‛的自由詩（新詩）語言轉型與

美學個性凸顯的的根本詩學目標。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北方》

和《我愛這土地》等具有‚散文美‛品格的自由體詩，是胡適、郭沫若以

來的自由體走向成熟的標誌，甚至是自由體詩至今難以企及的高峰。
1
 重

新檢視艾青關於‚詩的散文美‛的這種思考與探索，對於當下詩歌創作及

其美學建構，頗有啟示意義。 

一 

從新詩誕生起，詩歌散文化一直是其追求的目標，或者說，散文化一

直是現代新詩的‚現代性‛目標。近年就有學者撰文指出，散文化甚至是

未來自由體詩歌的主要趨勢：‚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現代詩歌散文化詩

潮的主導趨勢已是不言而喻的，並且有方興未艾之勢。在當代文化語境中，

新詩的散文化更有了其存在和發展的合理性與必然性。其主要原因依然

                                                           
1陸耀東先生語。“艾青自由詩體的成功，更使自由體詩影響日大，……散文化的詩，易寫卻
難成功。艾青的自由體詩成就很高，但步其後塵者鮮有大家。從某種意義上說，自由體詩比
格律體詩更難寫。”（轉引自《中國新詩史》，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第 2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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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詩語言、文體等詩歌形式的嬗變所帶來的詩思的現代性轉換。‛
1
詩

歌散文化，是新詩誕生以來一個非常凸顯的詩學命題。 

最早提倡白話自由詩時，胡適首倡現代詩歌的‚散文化‛問題。他的

‚作詩如作文‛，即是對於詩的散文化傾向的訴求。在胡適等第一批白話

詩人那裡，這種‚文‛，首先是在詩文對立的文體意義上使用的，其次是

對應古典詩的格律化、齊整化、規範化的一個新概念，第三也包含詩歌形

式自由化的意味。對於胡適來講，他是把如文一樣作詩當作是新詩現代化

的一個策略，詩歌革命的一個突破口的。他的《嘗試集》就是在‚作詩如

作文‛的散文化——非韻文化的要求下的產物。 

胡適‚作詩如作文‛，在新舊詩學轉型時期，對於現代詩從古典律詩

向現代自由體詩發展既有具有歷史性意義，又有理論指導性意義，因為詩

的規範太多，像‚文‛一樣作詩，首先可以突破舊詩的那一系列規範，衝

破束縛，為自由創造開拓新的路徑。但是，與‚文‛一樣作詩，導致的結

果是詩美的喪失。《嘗試集》存在這樣的毛病，《女神》也存在。如郭沫

若的《立在地球邊上放號》，具備自由體詩的散文化特性，但是，它的過

分散文化，又導致詩的外在形體上的美學特性的散失。又如其《三個泛神

論者》（我愛我國的莊子，/因為我愛他的Pantheism,/因為我愛他是靠打

草鞋吃飯的人……）、《我是個偶像崇拜者》（我是個偶像崇拜者約！/

我崇拜太陽，崇拜山岳，崇拜海洋；/我崇拜水，崇拜火，崇拜火山，崇拜

偉大的江河；/我崇拜生，崇拜死，崇拜光明，崇拜黑夜；/我崇拜蘇黎世，

巴拿馬，萬里長城，金字塔，/我崇拜創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

心臟；/我崇拜炸彈，崇拜悲哀，崇拜破壞；/我崇拜偶像破壞者，崇拜我！

/我又是個偶像破壞者約）等詩，都是過分散文化的詩 。
2
本質上講，它們

是散文，而不是詩，是說明似的文字，而非詩的文字。艾青創作詩歌的時

候，已經對此有了清醒的認識。在他看來，詩的散文化的先決條件則是它

首先是詩，必須要有形象思維。如《石壕吏》‚暮投石壕吏，有吏夜捉人‛

是敘述的，散文化的，但其有韻，用形象思維，因而是詩的。為此，他提

出了‚詩的散文美‛的新概念。 

                                                           
1王澤龍《新詩散文化的詩學內蘊及其意義》，《中國社會科學》，2007（5）。 
2這種現象在何其芳等新詩人的詩中也很明顯。如其《夜歌》（五）：“我們實在太不接近。/
延安的同志們我想都是/忠實於革命，/也忠實於愛情，/只要生活在一起。/而又互相傾心，/
就可以戀愛，結婚。……我還要證明：/我是一個忙碌的，/一天開幾個會的，/熱心的事務工
作者，/也同時是一個詩人。”（轉引自陸耀東《中國新詩史》第 2卷）這顯然純粹是散文化
的文字，不是詩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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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在其《詩的散文美》中論述到： 

‚天才的散文家，常是韻文的意識的破壞者。 

我喜歡惠特曼，凡爾哈侖，和其他許多現代詩人，我們喜歡《穿褲子

的雲》的作者，最大的原因是他把詩帶到更新的領域，更高的境界。因為，

散文是先天的比韻文美。 

口語是美的，它存在於人的日常生活裡。它富有人間味。它使我們感

到無比的親切。 

而口語是最散文的。 

我在一家印刷場的牆上，看見一個工友寫給他同伴的一張通知： 

安明！ 

你記著那車子！ 

這是美的。而這寫通知的應是有著詩人的稟賦。這語言是生活的，然

而，卻又是那麼新鮮而單純。這樣的語言，能比上最好的詩篇裡的最好的

句子。 

語言在我們的腦際縈繞最久的，也還是那些樸素的口語（對於韻文的

記憶，卻是像對於某種條文的記憶，完全是強制而成的）。 

我甚至還想得起，在一部電影裡的幾句無關緊要的話，是一個要和愛

人離別的男人說的： 

‘不要當作是離別，只把我當作是寄信，或是去理髮店就好了。’ 

這也是屬於生活的，卻也是最藝術的語言，詩是以這樣的語言為生命

的，才能最豐富的。最能表達形象的語言，就是詩的語言。稱為‘詩’的

那文學樣式，韻腳不能做決定的因素，最主要的是在它是否有豐富的形

象——任何好詩都是由於它所含有的形象而永垂不朽，卻絕不會由於它有

好的音韻。 

散文的自由性，給文學的形象以表達的便利；而那種洗練的散文、崇

高的散文、健康的或是柔美的散文之被用於詩人者，就是因為它是形象表

達的最完善的工具。‛
1
 

新詩史上，艾青是第一個集中討論自由體詩‚散文美‛等新詩詩美建

構問題的詩人。從此文來看，艾青‚詩的散文美‛至少包含三層意思：散

文美即非韻文美；散文美即口語美；散文美即文學形象存在與美學意義上

                                                           
1艾青《詩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 2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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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與非齊整之美。艾青提出的‚詩的散文美‛具有重要的意義。

這使他把胡適以來的白話自由體詩的文體建構策略性問題轉化成了詩美的

建構（語言美、文體美等）問題，使艾青為胡適、郭沫若、戴望舒以來的

自由體詩建構賦予了全新的美學內涵。因為，正是這種散文美追求——語

言的散文美追求，文體的散文美追求，促進了現代新詩的‚現代化‛進程。 

究其實質，艾青追求‚詩的散文美‛，其最內在的動因和旨趣與胡適一致。

如他們都把散文化理解成自然化，自由化，當成新詩進化的必然化趨勢，

對於和諧典雅的充滿著秩序感的古典詩美傳統作了突破。但是，艾青的創

新則在於，他把胡適的革新、方法論意義上的散文化——‚作詩如作文‛

提升到了文學形象創造與美的邏輯上來了。口語美之所以是美的，是因為

它們是生活與形象化的語言，是自然化的，非雕飾的，是能夠顯示獨特的

審美個性的，也因此，艾青《詩的散文美》一文，把韻文美與散文美對舉，

突出了詩的‚散文美‛的優長：首先，韻文雕飾，散文句自然，韻文句受

束縛，散文句自由，具有天足美；其次，把口語美當作散文美的核心內容，

認為散文美就是口語美，口語美是因為它有生活化的質的內容，單純、新

鮮，富於個性色彩；第三，散文的自由、便利性，是形象創造的最完善的

工具。 

‚所謂‘詩的散文美’，只能在散文被用之於詩的語言形象方面去把

握。在這種構成中，散文之美融入詩的語言形象中去，從而形成了一種不

同於文言文、書面語、韻文所構成的詩的語言形象所擁有的一種特殊的詩

的語言感覺。‛
1
就理論探討角度而言，如陳增福所言，《詩的散文美》的

邏輯起點無疑是合理的。艾青從美學的層面來談論詩的散文美問題，也使

其詩美建構具有了實質性意義，即‚詩的散文美‛不僅在於詩的口語美，

還在於詩的非韻文之美，非齊整與規範化之美和文學形象創造的便利性。

對於艾青來講，一方面，他不像胡適那樣，從文體角度入手來談詩的散文

化，而是從詩歌語言的角度來講‚詩的散文化‛的，所以，他說‚散文美‛

就是口語美：口語生活化，質樸，單純，明淨，自然，另一方面，在詩學

實踐中，他又側重於詩體方面與文化美學方面的追求，‚散文美‛主要又

是從詩體轉換與詩美建構角度來講的。它既指詩的非韻文化，又指詩的非

齊整化的‚散化‛追求與以自由、活潑、個性化的文化與美學追求，還指

以美學範疇意義上的灑脫奔放、開合自如、汪洋恣肆的崇高美追求。 

                                                           
1陳增福《艾青“詩的散文美”概念分析》，《浙江師範大學學報》，2010 年第 4期，第 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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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艾青的詩美實踐正是在這個向度上展開的。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詩的散文美‛即詩的口語美。艾青說：‚我說過詩的散文美，

這句話常常引起誤解，以為我是提倡詩要散文化，就是用散文來代替詩。

我說的詩的散文美，就是口語美。這個主張並不是我的發明，戴望舒寫《我

的記憶》的時候就這樣做了。戴望舒的那首詩是口語化的，詩裡沒有腳韻，

但唸起來和諧。我用口語寫詩，沒有為押韻而拼湊詩。我寫詩是服從自己

的構思，具有內在的節奏，唸起來順口，聽起來和諧就完了。這種口語美

就是散文美。‛
1
艾青這裡的‚詩的散文美‛，實際上包含著兩個向度的內

涵。其一是自由體詩的口語美，其二是自由體詩的詩體形式美。由於有其

‚散文美‛的理論認識的自覺，追求口語美，追求詩體‚自由‛美，因此，

艾青的實踐相當有藝術的功效。首先，他的詩的語言是真正達到了詩的‚口

語的美‛的：‚大堰河，/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長大了的/ 你的兒子/我敬你/

 愛你‛（《大堰河，我的保姆》）；‚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

我對這土地愛的深沉‛（《我愛這土地》）；‚告訴你/我也是農人的後裔——

/由於你們的/刻滿了痛苦的皺紋的臉/我能如此深深地/知道了/生活在草

原上的人們的艱辛。‛（《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這些詩句，達到了艾

青追求的‚安明！/你記著那車子！‛，‚不要當作是離別，只把我當作是

寄信，或是去理髮店就好了‛的境界了，真正做到了詩的口語美的境界。

‚安明！/你記著那車子‛，‚不要當作是離別，只把我當作是寄信，或是

去理髮店就好了‛這類詩句，之所以美，是因為其無修飾，自然明白，日

常性，親切，在簡單的陳述中包含口語的自然質樸氣，所以，‚口語是美

的‛。這與艾青特別稱道的戴望舒的《我的記憶》的‚散文美‛有異曲同

工之妙：都在非格律化、生活化、質樸和親切的意義上顯示了詩歌的新的

語言個性美追求。 

進一步說，這裡的詩的口語美追求，是既包含詩歌語言類型和方式（白

話、口語、方言、書面語等意義上）的內容，又包含了對於詩的語言的獨

特美學個性（人間性、親切、自然、質樸等）及其美學趣味的追求的。這

對於新詩的語言革新和創作的美學追求，是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的。一方面，

                                                           
1艾青《與青年詩人談詩——在《詩刊》社舉辦的“青年詩作者創作學習會”上的發言》，艾青
《詩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 1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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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性、親切、自然、質樸等詩歌語言個性和創作的美學追求是適應五四

個性解放和平民化的美學傾向的，另一方面，作為一種新詩語言革新策略，

它為自由體詩創作帶來真正意義上的‚散文美‛的佳作。因為白話、方言

入詩並沒有創造出自由體的好詩，而追求詩的‚散文美‛——口語美，則

出現了新詩史上名副其實的傑作，如《我的記憶》、《大堰河，我的保姆》、

《我愛這土地》和《北方》等詩。 

二、‚詩的散文美‛，是自由體詩的詩體之美，形式美的追求。艾青

‚這是自由體的詩。段無定行，句無定字，既無標點，也不押韻‛
1
 和胡

適‚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都是從自由體詩創作和詩歌文體

革新追求出發的。這裡，‚詩的散文美‛，不僅指詩的口語美，還包含文

學形象工具性的意味和詩體這個符號體系內部獨特的編碼方式的內涵。

‚散文美‛是自由體詩的一個編碼方式原則，而其創作則是這個編碼原則

的實現。 

仔細考究，我們會發現，這種編碼原則把文化的內涵轉化到了具體的

詩藝術創作實踐中了。‚段無定行，句無定字，既無標點，也不押韻‛和

‚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這樣的詩體美追求傾向，是最能體現

五四以來的自由、解放和個性主義運動的新文化內涵的詩美追求傾向的。

換句話說，詩歌詩行長短的無定，詩節句數的無定，詩行的分割、跨行、

斷裂等詩歌語句的‚散文美‛，最能顯示自由體詩的‚自由‛品格了。因

為在胡適、郭沫若和艾青這裡，‚散文‛的內涵已經與自由相一致，它具

有超越古典對稱、齊整為特點的和諧美向對立、衝突、多樣的現代美學轉

化的新傾向。艾青及其現代中國的一批自由體詩人的自由體詩，就在這個

新的美學邏輯轉化前提下大量出現。 

進一步來說，從審美形態角度而言，美的形態及其形式應該是多樣化

的。因此，美的形式並非齊整劃一一種，某種程度上講，長短交織，參差

錯落之美也是美的形式。在這樣的詩美形式多樣化的理念下，艾青‚詩的

散文美‛就被特別重視了。詩的散文美建設也由此有了美的依據。艾青就

是這種詩美建設的最主要的倡導者，也是最優秀的實踐者。他依據於這樣

的美的觀念，創造了現代自由體詩詩體美建構的範例。比如其代表作《我

愛這土地》、《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北方》

                                                           
1這與胡適《談新詩》的界定，是自由體詩的基本文體特徵。艾青與胡適都是從新詩創作與新
詩文體建構兩方面來談論這一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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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詩。 

比如，《我愛這土地》首先以深沉濃烈的土地情懷與愛國情懷的抒發

而感人的。但是，這首詩的詩美建構——‚散文美‛建構上的探索，卻是

新詩史上最有實踐意義與先鋒性的創新性實踐了。這首詩全詩共10行。分

兩節，前八句一節，後兩句一節。詩節的句數、行數不一致，不齊整。這

種自由安排，就是‚散文美‛，因為，這種自由安排，包含著對應詩的比

興抒情結構的適應。第一節詩前八句，以土地意象為中心，以象徵、隱喻

和暗示書寫土地遭受的災難和土地的前景，並以鳥的比喻來寫對於土地的

忠誠，深情，暗含複雜的情緒內容。因為意象多，要鋪排，所以多行並置，

‚散文美‛的意味就出來了。後兩句一節，與前八句很不平衡。這仍然是

其‚散文美‛的表現。因為，前八句是個假設句，內部8行，後兩句是個因

果句，內部2句，也不對等。這種散文化導致的不均齊，是為了呼應強烈深

沉的情感，為了使結尾的抒情擲地有聲，這樣，散文化就不是缺點問題了，

而是一種美了。 

又比如《大堰河，我的保姆》，它不僅寫了大堰河對於一個地主兒子

的無私哺育，她的任勞任怨的勞作，並以她的‚笑‛與夢的書寫，展示了

其心靈的崇高，也是這種‚散文美‛實踐的典範。它的節數是不定的，它

的各節的行數也是不定的。第一節，4行； 第二節， 3行；第三節，3行；

第四節，6行；第五節，3行；第六節，6行；第七節，10行；第八節，4行；

第九節，13行；第十節，7行；第十一節，7行；第十二節，11行；第十三

節，11行；第十四節，5行。該詩93行，14節。詩的內在抒情結構是先交代

人物大堰河，及其與我的關係，然後列舉大堰河的美德，優良品質，從行

為的美到心靈的美，並借以讚美。依據這樣一種抒情結構，作者盡情地隨

詩意表現需要安排他的詩行，為自由體詩樹立了樣板。該詩的散文美從多

方面體現出來。第一，詩無定節，詩無定行，節無定句。詩不是4行、8行

或十四行等傳統格局，而是93行，14節，完全是按照情感表現的需要而定

的新格局。第二，各節長短不一，同一詩節內部詩句長短不定。如詩的中

間部分，重在列舉大堰河的種種美德，因為列舉的層面不同，不同層麵包

含的細節不一致，因此，詩節內部的行數就不一樣了。又如第五節——‚你

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懷裡，撫摸我；/ 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後，/在你拍

去了圍裙上的炭灰之後，/在你嚐到飯已煮熟了之後，/在你把烏黑的醬碗

放到烏黑的桌子上之後，/在你補好了兒子們的為山腰的荊棘扯破的衣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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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你把小兒被柴刀砍傷了的手包好之後，/在你把夫兒們的襯衣上的

蝨子一顆顆的掐死之後，/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顆雞蛋之後，/你用你厚

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懷裡，撫摸我。‛8個‚在‛字句長短完全不一致，但被

置於排比性句式中，卻顯得頗具藝術性。第三，詩句句型多樣，多種句型

交錯使用。如第五節的8個‚在‛字副詞句，第七節的10個‚我‛字句，第

八節的6個狀語後置句，第11節的5個狀語後置句，第十三節的9個謂語強調

句，句型變化多樣，顯示了自由體詩句型的繁複與多樣之美。第四，有意

識的跨行、斷裂。如14節——‚大堰河，/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長大了的/ 

你的兒子/我敬你/愛你‛。第五，詩歌中標號、點號使用的不定。如最後

一節不使用標點符號，而在第九節則有意使用省略號。第六，細節繁複化，

多樣化，也是其‚自由‛意義上的‚散文美‛的重要體現。該詩有6組細

節，分別展示了大堰河對於我的哺育、對於我的深厚感情、大堰河悲苦的

人生。這些細節，都是回憶的。豐富豐滿的細節，實際上唯有這些‚散文

美‛的詩句能夠包容，格律化、象徵化就體現不出這樣的美學效果來，而

且，也根本不具體、不形象，也不自然親切了。 

如前所述，既然美的形式並非齊整劃一一種。某種程度上講，長短交

織，參差錯落之美也是美的形式，那麼，該詩的這種安排，導致的長短不

定，參差錯落有致，整體上就顯出自由體詩的散文的美了。這並非文字遊

戲，而是一種變化之美。作為‚初期白話詩‛的代表作，茅盾所言的三個

優點，《大堰河，我的保姆》全部具備，而且，該詩還具有其它白話詩沒

有的‚深入的表現和濃烈的情緒‛ 。
1
這‚深入的表現‛不能不說就是這

種詩的散文美追求。該詩也真正達到了自由體詩‚散文美‛境界了。 

從詩的散文化到‚詩的散文美‛追求，標誌著自由體詩歌美學追求的

積極進展。因此，如果說，‚格律美‛追求是格律派詩美或者古典詩歌詩

美建構的重要步驟的話，那麼，‚詩的散文美‛追求實際上是自由體新詩

詩美建構的重要策略。艾青的這種實踐探索，具有重要的意義。他以‚詩

的散文美‛建設為契機，為自由體詩帶來親切、自然、生動、新鮮的口語

                                                           
1茅盾在《論初期白話詩》裡，是充分肯定了白話自由體詩形式上的創新的。他認為初期白話
詩具有三個優點：第一是力求解放而不作怪炫奇，第二是注意句中字的音節的和諧，第三是
寫實主義精神。在論述第三個方面的優點時，茅盾還特別提到了初期白話詩“多半是印象的，
旁觀的，同情的，所以缺乏深入的表現和熱烈的情緒”的問題，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充分肯
定了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詩：“新近我讀了青年詩人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
這是一首長詩。用沉鬱的筆調細寫了乳母兼女傭（大堰河）的生活痛苦。這在體制上使我聯
想到《學徒苦》。可是兩詩比較，我不能不喜歡《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論初期白
話詩》，1937年 1月 1日《文學》八卷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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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詩語言；也帶來錯落有致、交互變化樣態的具有‚自由化‛傾向的自

由詩旨趣的‚詩的散文美‛， 實現了胡適提出的‚ 不拘格律，不拘平仄，

不拘長短，有什麼題目做什麼詩，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和廢名倡導的‚我

們寫的是詩，我們用的文字是散文的文字‛的自由詩（新詩）語言轉型與

美學個性凸顯的根本詩學目標。現代自由體新詩，因為艾青、戴望舒等詩

人的這種‚散文美‛實踐而具有了真正意義上的‚散文美‛品格：語言的

口語美，體式的自由多變，詩行的參差錯落，交互變化之美，非格律卻具

有自然的節奏和自然的韻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