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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早期诗歌的诗学特征

胡 彦

于坚的早期诗歌是指1990年代以前的诗歌创作，这个时期于坚的诗被

归属于“第三代诗”。作为“第三代诗”的主要人物之一，于坚的创作一

开始就致力于解构“神话”“崇高”“唯美”等乌托邦式的抒情表达，这

种解构是通过他对当代汉语诗歌话语结构的个人性建构实现的。

在“第三代”诗人中，于坚虔诚、执着地探索着一种纯粹的诗歌表

达方式。他坚信“诗到语言为止”。语言对他来说，既不是“世界的窗

口”，也不是“象征的森林”。真正的诗语言，仅只是一种自我呈现、自

我完成的存在经验。那种布满隐喻暗示、眺望未来与远方的诗语言，在

他看来都是不纯的。于坚创作的大量诗歌之所以引起许多人的误解，被认

为“不像诗”“不是诗”，其关键在于，人们是以传统的追求隐喻、追求

意象、追求深度文化意蕴的诗学观（包括现代主义诗学观）来解读于坚的

诗歌；而于坚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恰恰是要反隐喻、反意象、反文化表达

的。我认为，于坚之于当代诗歌的独特意义，绝不在于他的诗歌的平民意

识，绝不在于他的诗歌的反崇高、反神话倾向，尽管这是他的诗作的明显

的语义特征。于坚的先锋意义在于，他把碎片化的生活现象转化为诗，他

构建了一种新的诗歌话语方式，一种新的诗学系统。他的诗是即时的体

验，诗到阅读为止。他的诗是拒绝阐释的，拒绝已成为文学接受范式的对

能指符号下面的所指意义的寻绎。于坚的这种诗歌语言具有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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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符号化

人们通常把现代主义诗歌看作是对文学本体的自觉追求，这其实是

一种极大的误解。现代主义诗学认为诗歌是“象征的森林”（叶芝语），

“森林”本身并不具有本体意味，具有本体价值的是“森林”所象征之

物。这和“把艺术看作世界的窗口，……想通过语言和形象来表达词语

和形象之外的东西”a的传统诗学并无二致。只不过现代主义诗歌把传统

诗歌语言能指与所指单向、线性的对应关系，转变为多元、立体的对应关

系；把意识形态单向统摄与规范的权力型指称语言转变为发散、隐曲的象

征语言。语言必然的外向型指涉，决定了现代主义诗歌仍然是非本体的文

学写作；现代主义诗语言是中介性的功能语言，而不是自我相关、自我建

构的符号系统。在现代主义诗歌语言符号的能指层面下面，潜隐着一股有

限的、无限的，理性的、非理性的，存在的、非存在的所指河流。越过能

指层面，进入扑朔迷离、朦胧隐曲的所指黑箱，就成为现代主义诗学普泛

化的阅读期待和最终的美学目的。

符号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

东西’：它是‘确定另一事物（它的解释者）去特指一个它所特指的对象

（它的对象）的任何事物’。”b对书写语言来说，语言的能指（声音形

象）和所指（概念、内涵）的结合就构成了符号。符号的意义并不在于其

自身形式（能指），而在于其所指之物（所指）。因而符号化的过程也就

是观念化、意义化的生产过程。现代主义诗歌的总体象征图示、它的语言

的中介性和功能性，决定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是一种象征符号的写作。

作为极具反叛性和先锋性的“第三代”实力诗人，于坚“把艺术看作独立

存在的事物的世界”c，与他志同道合的一群诗人认为：“我们关心的是

a　〔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第149页。

b　〔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第130页。

c　〔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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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本身，是诗歌成其为诗歌，是这种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美感的

生命形式，我们关心的是作为个人深入到这个世界中去的感受、体会和经

验，是流淌在他（诗人）血液中的命运的力量”a。很显然，于坚的诗学

态度、诗学理想是现象学式的、解符号化的。他的《远方的朋友》写道：

“远方的朋友/……/我怕我们一见面就心怀鬼胎/斟词酌句/想占上风/……

/我怕我讲不出国家大事/面对你昏昏欲睡  忍住呵欠/我怕我听不懂你的幽

默/目瞪口呆  像个木偶/我怕你仪表堂堂  风度翩翩/我怕你客客气气，彬彬

有礼/叫我眼睛不知该看哪里/话也常常听错/一会儿搓搓大腿/一会儿抓抓耳

朵。”自我剖白的语言、风趣幽默的语调显露出于坚对礼仪化、面具化的

人际关系的焦虑与不安。于坚在这首诗中直接袒露了自己反符号化的生存

意向。对他来说，所有的精神困苦，所有的生存焦虑，其根源在于人对自

己的作茧自缚。一套套符号化的文明礼仪遮蔽了人的本源存在，使人成为

自我放逐的精神囚徒，成为不断被符号化的“空洞能指”。因而 “如果你

一脚踢开我的门/大喝一声：‘我是某某！’/我也只好说一句：/‘我是于

坚’”。b这就是于坚进入世界，呈现自己的最本真的存在方式。写作也

因此“不是在它之外的另一事物的替代物：一个寻求所指的能指”。c写

作即是第一性的存在。

解符号化是于坚对人的生命存在进行探本溯源式的呈现方式。于坚并不

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浅吟低唱的感伤诗人。他真真切切地认可生命存

在这回事。但这种生命存在既不是浪漫主义的自我尊崇与拔高，也不是现代

主义的自我虚无与异化。她存在，平平实实地存在，既不高傲，也不卑微。

《罗家生》中罗家生平平淡淡地生，平平淡淡地死，人们平平淡淡地反映的

过程是于坚对人的生命存在最为诗性，最为本质的展露。它使读者平滑地进

入诗中，也平滑地进入自己的存在。生命是一个在临近终点时就悄然而逝的

过程，来不及解释，来不及评价。她的存在仅只是如流星一闪，如白驹过

a　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

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

b　于坚：《于坚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c　〔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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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任何一种反思式的解释和评价，都是对原有生命的、笼罩着极强的主观

色彩的误读。因而当于坚对罗家生平平淡淡的生命过程进行沉默不语的描述

时，他也就在最大限度上靠近了生命存在的真实结构。

解符号化既是于坚对人的本真生命存在除遮去晦的回归，又是于坚对

一种本体的诗歌美学形式的确立，在生命的真实处，诗得以诞生。诗和生

命实际上是同质同构的。当于坚把生命作为一个过程，一个既没有超越性

理想寻求，又没有历史性感伤回眸的平平实实的过程加以描述时，他也就

形成了自己非阐释性的诗歌结构。《作品52号》有言：“很多年  屁股上

拴串钥匙  裤袋里装枚图章/很多年  记着市内的公共厕所  把钟拨到七点/很

多年  在街口吃一碗一角二的冬菜面/很多年  一个人靠着栏杆  认得不少上

海货 /很多年  在广场遇着某某  说声‘来玩’/很多年  从18号门前经过  门

上挂着一把黑锁/很多年  参加同事的婚礼  吃糖  嚼花生”。a这首诗明显

的诗体特征是每一句诗都以“很多年”开头，然后连接一两个生活事象。

在传统诗学中，“很多年”是一个时间性符号，而时间性是人的存在意

义得以体现的维度。于坚把“很多年”和众多的生活事象连接，这些生活

事象是碎片化的，既没有形式的整合统一，又没有意义的逻辑契合。这样

“很多年”作为时间性符号被分解、播散于众多杂乱、纷纭的生活碎片

中。它失去了对生活流程、生活事象进行因果归纳、意义整合的能力，它

由意义符号变成了一个无法跨越自身的“空洞能指”。于坚对“时间性”

的分解、播散，反过来又斩断了众多生活事象最终可能存在的“意合连

接”。就像“很多年”作为一个空洞能指无法跨越自身一样，诗中众多的

生活事象也是突兀而现、无法指向他者的。诗中所呈现的人事物态以极强

烈的质感而带有本体意味。于坚的诗歌不指向人的存在、人的灵魂的浪漫

超越与提升，它只是“回到事物中去”。借此，于坚成为列维-施特劳斯

所言的“零敲碎打者”。“‘零敲碎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那种明显的从

容自如，它能使不文明的，没文化的‘零敲碎打者’立即毫不困惑地或毫

不犹豫地在自己的生活和自然的生活之间建立其满意的相似的关系。他的

a　于坚：《于坚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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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的逻辑，不仅已成为结构，而且可以构造结构。”a生活在“这

里”，而不是在“别处”，这就是于坚作为一个“零敲碎打者”所洞见的

“生活真相”。

二、转喻陈述

隐喻一般被认为是诗歌最经典的表达方式。雅各布森说：“对诗歌

来说，隐喻是最容易接收的东西。”b现代主义诗歌则把隐喻表达推向了

极致。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是基于“古典神话”的破灭，这里“神话”是

指人创造出来的维系自身的存在，并使自己的生命获得意义保证的价值信

仰系统。终极性存在、终极性价值的轰然崩溃，把现代主义诗人推入一个

断裂性的生存境况中。神圣、崇高、和谐被分裂、荒谬、虚无所替代。

现代主义诗人成为一群无家可归的浪子。一方面，他们切身地看到了田园

荒芜、家室倒塌，满目都是残垣断壁。另一方面，他们又确信着还有一个

“家”的存在。因而现代主义诗人在展现一个破碎、分裂的神话时，又暗

含着“补天”的乡愁冲动。隐喻对语词的选择联想关系，使它具有象征

的、多重的、多语义的本质；它使现代主义诗人找到了一个传达自己分裂

性、荒谬性、非确定性的生存感受的最佳形式。现代主义诗歌符号化过程

所呈现出来的总体语言风格也就是隐喻性的。

于坚在他的诗集的自序中，直言不讳地说：“我常常对我国诗歌的

某些状况感到悲哀。我看见我们的诗歌已经变得多么造作、虚伪、俗不可

耐。诗人，几乎成为奶油小生的代称。需要重建诗歌精神，它必须植根于

当代生活的土壤。”c于坚对诗歌精神的重塑，首先是断然弃绝已成为灵

魂苍白，情感干枯，想象贫乏的遁词的隐喻模式。他解构了几乎是诗歌语

言圣经的隐喻法，而代之以明白晓畅、质朴无华，却又真情实意的转喻陈

a　〔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第48页。

b　〔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第80页。

c　《于坚诗六十首·自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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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转喻从本质上讲一般是‘横向组合的’，它探讨语言的‘平面的’

关系。”a他的诗既不是对过去历史的回溯，又不是对未来梦幻的预设。

对于坚来说，对过去、未来的想象只是那些没有勇气去正视现实的人的遁

逃术。于坚相信人的生命结构只有一维，那就是此时此地的当下存在。

他执着于此，既不作浪漫的夸饰，也不作阴郁的自渎。他平实地看自己、

看人生，并把它真真切切地陈述出来。他的《给小杏的诗》写道：“小杏  

在人群中/我找了你好多年/那是多么孤独的日子/我像人们赞赏的那样生活/

作为一个男子汉/昂首挺胸  对一切满不在乎/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才能拉

开窗帘/对着寒冷的星星/显示我心灵最温柔的部分/有时候  我真想惨叫/我

喜欢秋天  喜欢黄昏时分树林/我喜欢在下雪的晚上  拥着小火炉/读阿赫玛

托娃的诗篇/我想对心爱的女人  流一会眼泪/这是我心灵的隐私/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理解。”b诗人对恋人的思念之情以直陈语式陈述出来。这些语式

前后相继、彼此相关。它们不指向外向型的、超越性的意念和情感。语式

的陈述即是恋情的完成。在这样一个平滑而封闭的语言结构中，一种如泣

如诉、缠绵如水一般温柔、如水一般明净的幽幽恋情被极富质感地呈现出

来，可触可摸，可嗅可看。于坚对诗歌语言的大胆转喻陈述，把一种平凡

而又真实、温情而不夸饰的生命体验自然地注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和生命真正成为一体化、等值化的存在。他的其他

诗作如《罗家生》《送朱小羊赴新疆》《有朋自远方来》等以清新明快、

质朴真率的陈述语式把自然化、本真化的人情物态呈现在我们面前，使读

者在进入诗的同时，也进入毫不虚矫的生命存在。把于坚的诗看作是“口

语诗”是一种极大的误解，而认为他的诗“不像诗”则是一种极为偏狭的

无知。转喻陈述是于坚给当代中国诗歌话语结构提供的新的表现维度，它

使中国当代诗歌摆脱了贵族化的晦涩与矫情，重新获得了鲜活的，而且是

更为坚实的艺术生命。同时，转喻陈述又是于坚对生命进行诗性沉思、诗

性建构的本真方式。

a　〔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第77页。

b　于坚：《于坚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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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讽结构

布鲁克斯说：“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我们称之为反

讽。”a在现代主义诗歌那里，反讽、悖论式的语言并不鲜见；但它们并

没有形成诗歌的总体语境，它们统摄于一个更大的语境，并顺应、契合这

一语境。现代主义诗歌对反讽、悖论的运用，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表达原

则、修辞原则，而不是作为一种结构原则、写作原则。反讽、悖论最终趋

于意义整合，是诗人主体意识的统摄物。像顾城那首著名的小诗《一代

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b

虽然是用明显的反讽、悖论式语言写成，但诗人并没有对悖论语象

作“定格处理”。在“黑夜——眼睛——光明”之间实际存在着一个语义

过渡，那就是对荒谬现实的否定，对光明未来的寻求。这一整体的语义指

向，化解了语象之间的悖反张力，使它们顺应于诗人的主体意念。悖论、

反讽语象的使用，只不过起到了一种修辞强化作用。

如果说反讽在现代主义诗人那里，仅只是一种修辞技巧、表达技巧，

那么于坚则把反讽提升为诗歌的结构原则。他的诗歌的总体语境不是中心

意义的整合，而是语境与语境之间的反讽悖谬。于坚的诗歌，一种是通过

对规范文化、传统观念的崇高性、神圣性的低调陈述来达到反讽效果，例

如《作品50号》。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爱情具有终极性的存在价值，它

是崇高、神圣的。爱情的分裂、破碎因而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深渊式的

灾难，一种永劫不复的创痛。《孔雀东南飞》《致橡树》《罗密欧与朱丽

叶》等作品的大量出现，更加坚定了人们对“爱情神话”的顶礼膜拜和痴

迷追求。可是在于坚的笔下，爱情的分离却是这样的：“不爱了就分手你

朝北我往西你撑开伞我淋着雨/何必写什么最后一封信/要珍惜邮票  八分钱

可以通向另一把伞/……/分手就分手吧 何必想那么复杂/不勉强不高傲也

不自卑/我才不相信心会破碎/即使真的碎了  还可以做手术  缝合嘛/安人工

心脏嘛  医院里有的是外科大夫/我才不什么忧郁啦祝福啦诅咒啦冷冷地啦

a　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页。

b　顾工：《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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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爱了就各走各的吧/想去哪里就去哪里”。a（《作品50号》）调侃

幽默的语言传达出来的是一种无所谓的平常心态。看似冷漠、缺乏热情，

但却是更为真实、更为普遍、更为芸芸众生接受的爱情心态。于坚对爱情

进行的还原性陈述，剔除了笼罩在爱情上面那层神秘、高妙并远离普通人

的真实存在的灵光；他使爱情真真实实、平平凡凡地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

分，人们生命追求的一个过程，一个插曲，人们大可不必为它而生，为它

而死，这对浪漫化、终极化、神话化的“古典爱情”是一个有力的解构，

并与之形成了戏剧性反讽。

于坚诗歌的反讽结构还有一种是通过存在于同一文本的不同语境的对

应、悖反、互相挤压、诋毁来达成的。在《鹰  第二首》中，诗人先用夸

张的语言对鹰进行赞美：“鹰只是随便扇扇翅膀/就超越了一切哲学宗教和

诗歌/啊  你这天之骄子/人类一想到你/就要仰起头颅。”接着诗人笔锋一

转：“猎枪一声尖叫/鹰就落下来了。”b这一逆转陈述瓦解、颠覆了对鹰

的夸饰称赞，形成了整个诗歌文本的悖反性结构。《在漫长的旅途中》诗

人写道：“在漫长的旅途中/我常常看见灯光/在山岗或荒野出现/……/我真

想叫车子停下/朝着它们奔去/我相信任何一盏灯光/都会改变我的命运/此后

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种风景/但我只是望着这些灯光/望着它们在黑暗的土

地上/一闪而过  一闪而过/沉默不语  我们的汽车飞驰/黑洞洞的车厢中/有人

在我身旁熟睡。”c这是诗人相当出色的一首诗。旅途中看见的“灯光”

所引发的浪漫迷思被“在车厢中”这一无情的现实所击破，而“有人在我

身旁熟睡”则更加嘲讽性地解构了从“我”心中奔逸而出的“另外一种风

景”。

于坚诗歌的反讽结构是他对艺术、对人生的非浪漫化、非本质化、非

主体化的建构。反讽一极的思维风格是夸张的浪漫表达，另一极则是严峻

的现实存在。二者的相辅相成、同构对应形成了一个自我指涉、自我相关

a　于坚：《于坚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

b　于坚：《我述说你所见——于坚集1982-2012》，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314

页。

c　于坚：《于坚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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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系统。于坚的诗歌不追求象外之象，言外之意，一切都存在于文本

之中。

解符号化、转喻陈述、反讽结构的诗体特征表明，于坚在他诗歌创作

的早期即建构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阐释型、认知型的现象学式的诗歌类

型。他的诗拒斥形而上的深度神话，拒斥浪漫主义的自我僭妄。他冷峻、

幽默地呈现了碎片化的、悖反的、物态的人生经验，却达到了更为清醒、

更为真实、也更为严峻的现实主义深度。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