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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島 論

⊙ 楊四平

 

一 文學史述的暴力：「危險的平衡」

北島是中國新時期詩歌無論如何也繞不過的島嶼。這大概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了吧。問題

是，由於名人效應及其各種複雜的歷史和現實原因，人們對北島詩歌的理解還僅僅停留在朦

朧詩層面，乃至還有不少人只知其人而不知其詩，更有甚者，是對北島詩歌的曲解、誤讀、

隔膜。

宏觀上，有人不滿北島尼采式的「一切價值重估」；有人指責北島普羅米修式、丹柯式的英

雄姿態；有人氣悶北島波特賴爾式的「交感」對應體系，等等。

微觀上，有人驚訝於北島網式錯綜的「〈生活〉觀」；有人痛斥〈慧星〉對新時期「抹

黑」；有人困惑〈履歷〉式的「非理性」，等等。就是對名詩〈迷途〉的理解，望文生義之

說，也導致瞭解讀上的多重迷途。而我更願意從症候分析的角度來揭開它的謎底。北島的妹

妹姍姍因救落水小孩而死，就像「一棵迷途的蒲公英」走向了「藍灰色的湖泊」。1974年，

為了紀念她，北島在給自己的小說〈波動〉署名時使用了「艾姍」這個筆名。在90年代寫的

〈安魂曲──給姍姍〉裏，北島兩次寫到：「迷途即別離」。據此，我認為，這是一首追悼

詩人心愛的妹妹的悼亡詩。而很多人將它說成是寫人們在迷失中克服種種困難去尋求無形的

真理、歷史的本質力量，乃至詩人自我。

這種種偏見、淺見、成見，「使『北島』這個名字在被加速度經典化的同時，也被焊死在人

為設計的當代詩歌發展框架的某一點上，成了詩歌不斷超越自身的一個證明，更準確地說，

一件祭品。」1北島在〈完整〉裏也嘲諷了這種空洞的完整、感受的麻木、機械的操作、權力

的紛爭和利益的分配：「在完整的一天的盡頭／一些搜尋愛情的小人物／在黃昏留下了傷痕

／／必有完整的睡眠／天使在其中關懷某些／開花的權力／／當完整的罪行進行時／／鐘錶

才會準時／火車才會開動／／琥珀裏完整的火焰／戰爭的客人們／圍它取暖／／冷場，完整

的月亮升起／一個藥劑師在配製／劇毒的時間」；在〈中秋節〉裏，北島進一步說：「滿月

／和計劃讓我煩惱」，希望在黑暗裏「多坐一會兒，好像／坐在朋友的心中」；還有〈關鍵

字〉裏的令人難堪：

我的影子很危險 

這受僱於陽的藝人 

帶來最後的知識 

是空的

北島不願意自己僅僅成為一種無生命的象徵或者是空無一物的所指，而希望「那不速之客敲



我的/門，帶著深入／事物內部的決心」。顯然，北島鄙夷雜耍人般的「導演」手下的剪接

（〈剪接〉）。

任何一種創見，最終難免也會淪為一種成見，自陷於歷史循環的怪圈，成為新一輪的「危險

的平衡」，再次暴露出了話語的暴力。北島告戒人們要警惕如此「萬物正重新命名」的穩

妥。因為，實質上「這是死亡的鐘聲」（〈鐘聲〉）。這也許就是闡釋的宿命，是經典式

「史述」或清算式「史述」的弊害。

北島不喜歡別人把他納入「朦朧詩派」，因為那是人們強加給他的，而且這在當時還帶有強

烈的貶抑性。他寧願把他們那一批人命名為「《今天》派」2。因為他和芒克等人在1978年12

月就創辦了民刊《今天》3，發表了由他執筆的宣言式的〈致讀者〉4，自印了「今天叢

書」5，還舉辦過同仁詩歌朗誦會6。無奈的是，詩歌史上擺弄權術的人，即北島所隱喻的

「一些搜尋愛情的小人物」還在沿用朦朧詩的稱謂，可見，那黃昏裏留下的傷痕還在繼續發

炎！因此，應該如北島所希望的、恢復「《今天》派」命名。

二 起點的模糊：重勘北島的文學版圖

一個作家很難說清楚自己寫作的真正起點。對此，北島曾試圖進行過梳理，但結果常常前後

不一，以失敗告終。比如，他曾回憶，1969年高中畢業到北京城建公司做一名工人後，1970

年春天，當他和幾個朋友在頤和園划船時，有位朋友在船頭朗誦食指的詩，給他以強烈的震

撼，隨後就開始了寫詩；但他又說，此前，他已經寫了不少舊體詩7。又如，在另外的場合，

他卻說：「我年輕時讀到一本黃皮書《娘子谷及其他》，曾一度喜歡過葉甫圖申科」8。就

此，他也反思過：「對我來說同樣是個謎，就像河流無法講述自己一樣。我試著講述自己寫

作的開端，但發現每次都不一樣，於是我放棄了回溯源頭的努力。我想，寫作是生命的潛

流，它浮出地表或枯竭，都是難以預料的。外在環境沒有那麼重要。」9朋友的回憶卻又與之

有差異，比如，有人回憶說，「北島是在1970年到海邊度過一段時間後開始寫詩的，詩中充

滿著關於海岸、船隻、島嶼、燈塔的意象」10。

的確，對於北島自己來講，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問題。但是，我在這裏「小題大做」地提出

來，是為了讓大家注意一個事實：北島在寫新詩之前寫過舊體詩。這表明北島在親密接觸詩

歌時與中國古典詩歌傳統之間的親緣關係。而這是研究北島的學者長期以來有意或無意忽略

的；他們總認為北島詩歌的朦朧完全是由於生硬照搬西方現代派造成的；而充耳不聞青年北

島的告白：「我的詩受外國影響是有限的，主要還是要求充分表達內心自由的需要，時代造

成了我們這一代的苦悶和特定的情緒與思想。」11和中年北島的提醒：「歲月與衰老是中國

古典詩歌中的一個重要主題，進入我的寫作。」12就是他的大量「無題詩」也更多地受到了

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影響。中國新詩史上從來沒有哪一位詩人像北島那樣如此癡迷地寫那麼

多〈無題〉詩！顧炎武在《日知錄》卷二十一裏寫道：「古人之詩，有詩而後有題；今人之

詩，有題而後有詩。有詩而後題者，其詩本乎情；有題而後有詩者，其詩狥乎物。」明代宋

公傳〈無題體〉云：「無題之詩，起於唐李商隱，多言閨情及宮事，故隱諱不名，而曰無

題。」當然，北島詩歌主要還是受到西方現代詩歌的影響的，而且總是少不了或深或淺的

「翻譯文體」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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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成見的造成與當年的朦朧詩論爭有很大關聯 。「事情是這樣的：首先，對於一些批評

家而言，意象的『意義不確定』含有這個可能性：即是它們會激發讀者的思維活動，也許會

引至他們無法加諸控制的方向，因此，這些意象有危險的潛在性；第二，這些詩呈現了強烈

的自覺性，雖然這些詩往往以『找出一個新中國』為題旨，但『追索』是通過『個人』對現

狀的一連串的拷問與思索，其間還氾濫著不少疑懼。第三，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攻擊這些詩

的人，可能對某些意象的真正指涉攪不清，但對全詩的指涉卻完全瞭解的，也許太瞭解了，

才要批判。」 14「從朦朧詩本身來看，晦澀的情況也確實存在。但同樣需要強調的是，晦澀

仍然不是一個在審美範疇內可以解釋的問題，本質上它是一種受壓抑、受排斥的話語不得不

採取的表達策略，……晦澀本身即包含了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反抗。」15那時，北島根本沒有

發言權，任人評判，任人宰割；嚴格來說，他一直沒有真正的發言權。他只能為那個年代人

們普遍低水準的詩歌接受力而惋惜！

剛開始寫新詩的北島，1973年前後，與北京四中的同學16常常在一起進行文學沙龍形式的聚

會；還同文學青年史鐵生等人保持密切的文學接觸。這使得北島的文學創作從一開始就具有

貴族化、精英化傾向。

在寫新詩的同時，北島還寫了不少中、短篇小說，如〈波動〉、〈在廢墟上〉、〈稿紙上的

月亮〉、〈幸福大街十三號〉、〈歸來的陌生人〉等。在當時一切向前看的主流意識形態的

大的寫作背景下，無論是新詩寫作還是小說寫作，北島都是「向後看」的、與主流意識形態

「反向」的。比如〈波動〉裏的女主人公蕭淩，作為一名時代的先覺者、反叛者，在經歷了

父母慘死、被男友楊訊拋棄等人世間苦難之後，走向了極端的懷疑主義；她說：「這代人的

夢太苦了，也太久了，總醒不了，即使醒了，你會發現准有另一場惡夢在等著你」；她不相

信所謂的「終極的意義」，認為那只不過是「一種廉價的良心達到一種廉價的平衡的手段」

而已；如果說她還有甚麼希望的話，那就是她還在時代黑暗中尋求那微弱的人性星光。顯

然，在考察北島寫作起點的時候，我們除了要注意北島的新詩與小說之間的互文性外，還要

明瞭〈波動〉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開風氣之先的意義。

三 流亡前的詩歌寫作：廢墟上的星光

「《今天》派」一開始就給自己預設了文學理想，那就是，除了旗幟性的〈致讀者〉外，在

《今天》創刊號上與之同時發表的亨利希‧標爾的〈談廢墟文學〉。文中有這樣一些話：

「我們從那場戰爭歸來了，我們發現廢墟並描寫它。只是這種譴責的、幾乎病態的聲音是奇

特的、多少持懷疑態度的」；「這就產生了三個加在這種年輕文學之上的稱號：戰爭文學、

歸來文學和廢墟文學」。由此，我們不妨把「《今天》派」的文學稱之為「廢墟文學」。從

這個意義上，我們就不難理解北島的〈太陽城劄記〉裏自由成了「撕碎的紙屑」，愛情成了

「荒蕪的處女地」，和平成了「殘廢者的拐杖」等等；〈紅帆船〉一開始呈現的「到處都是

殘垣斷壁」；〈結局或開始──獻給遇羅克〉裏到處是：「補丁般錯落的屋頂」、「灰燼般

的人群」、「貧困的煙頭」、「疲倦的手」、「悲哀的霧」、「森林般生長的墓碑」；〈界

限〉裏「我」的站在岸邊的影子，成了「一棵被雷電燒焦的樹」；等等。

站在文革廢墟上的北島，如他的另一個筆名「石默」所暗示的，保持著特有的清醒冷峻。他

在〈回答〉裏的一句「我──不──相──信！」，可謂石破天驚。它首先是喊給自己聽

的，其次是喊給那個剛剛過去的蒙昧時代聽的，最後也是喊給仍在潛流著的歷史慣性聽的；



而且這種高分貝的、綿長有力的吶喊，真切地摩擬出了廣場回音的效果。北島早期的詩歌幾

乎都是繼承了中華民族文化傳統裏家族式的、以暴制暴的、「反抗絕望」的方式，表明了北

島們與他們的父輩們同屬一個精神譜系。去年，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北島基本上否定了這首

劃時代意義的新詩。他說：「在某種意義上，它是官方話語的一種回聲。那時候我們的寫作

和革命詩歌關係密切。多是高音調的，用很大的詞，帶有語言的暴力傾向」17。劉小楓將北

島這一代人劃為 「四五一代」，並說：「『四五』一代從真誠地相信走向真誠的不信，為拒

斥意義話語的物件性失誤提供了條件，也給出了新的危險」18。

「是的，我微不足道／我的故事始於一隻輪子」（〈代課〉）。「我們，吮吸紅燈的狼／已

長大成人」（〈狩獵〉）。這些詩句類似于同時代詩人創作的〈瘋狗〉、〈野獸〉等，只不

過婉曲些。它們說出了「四五」一代的成長受挫：他們「在書中出生入死」，被空茫的理想

所誤導後，「匯合著的啜泣抬頭／大聲叫喊／被主遺忘」（〈抵達〉）。〈無題〉之一則通

過孩子們與其父親之間的緊張關係，揭示出他們成長受挫和啼哭的深層原因──「在父親平

坦的想像中／孩子們固執的叫喊／終於撞上了高山」，只得「為夜的邏輯而哭」。但是，他

們仍渴望「放學」、攀登、飛行。

在〈觸電〉、〈在黎明的銅鏡中〉等詩中，北島寫出了文革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隔膜與冷

漠。在這個已經充分語義化的世界上，「人類沉默的痛苦」是永在的（〈語言〉），人生如

劇場（〈呼救信號〉），人生失去了目的和意義（〈空間〉）。

北島說：「我關上假釋之門／抗拒那些未來的證人／這是我獨享尊嚴的時刻」（〈缺

席〉）。後來他又說：「如果天空不死」，詩人無法真正「成為夏天的解釋者」（〈無

題〉）。這表明了北島們的兩難。北島們既非「高舉手臂佔據夜空」的英雄，又非「倒立在

鏡中的瀝青上」的小丑，在「民族復興的夢想」中，始終處在「缺席」的位置。作為清醒的

倖存者，他們拒絕「時間神話」，並不像當年的「傷痕文學」者把傷痕當作資本進行庸俗的

炫耀。對此，北島在後來寫的〈新世紀〉裏進一步諷刺道：「我們情願成為受害者／把傷口

展示給別人」。有的倖存者還把自己失敗受傷的所有原因都歸咎于諸種外在力量──「是歷

史妨礙我們飛行／是鳥妨礙我們走路／是腿妨礙我們做夢」。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北島有時

否認自己是倖存者。所以，詩人毫不諱言道：「是我們誕生了我們／是誕生」。英雄都是自

己使自己最終成為英雄的；小丑也是自己使自己最終成為小丑的。

我們講的故事

暴露了內心的弱點

像祖國之子

暴露在開闊地上

──〈懷念〉

雖然災難已經過去，而「你沒有如期歸來」（〈白日夢〉）。北島們要像彗星那樣擯棄黑

暗，又沉溺於黑暗（〈彗星〉）。因為北島認為「愛不是遺忘」，「苦難也不是記憶」、

「一切都不會過去」，「誰也不知道明天」（〈無題〉）。「明天，不／／明天不在夜的那

邊/誰期待，誰就是罪人／而夜裏發生的故事／就讓它在夜裏結束吧」（〈明天，不〉）。就

像幸福是對絕望的嘲諷那樣，期待也是對盲人的絕大諷刺。「《今天》派」更關注今天。

〈以外〉講的是本位的缺失，其實「以外」的一切均應在「以內」。這就是為甚麼有了「憂

鬱的糧食是我們生存的藉口」。在〈遠景〉末節，北島寫道「夜的背後／有無邊的糧食／傷



心的愛人」。正如西班牙詩人馬查多所說，詩是憂鬱的載體。

當然，由於過於迫近現實，使得北島早期詩歌的模式單一。這也是北島後來一直在他的寫作

中不斷反思的東西。當然，它不可能全部得以清算。因為一切都得〈自昨天起〉，〈走向冬

天〉。北島急於要「通過作品建立一個自己的世界」，一個真誠而獨特的世界，正直的世

界，正義和人性的世界19。就像北島在詩中反復表達過的要「重建星空」那樣，現在看來，

這一人性的星空通過他的詩歌已經在廢墟上建立起來了。

〈日子〉重新開始了，詩人可以「用抽屜鎖住自己的秘密／在喜愛的書上留有批語」，可以

在燈下「翻開褪色的照片和字跡」。北島的人生和寫作的基點得以確立起來。

北島們所謂的「廢墟文學」還包括新詩藝術形式的廢墟。因此，他們當年也面臨著要重建新

的詩歌藝術形式的問題。北島曾說：「詩歌面臨著形式的危機，許多陳舊的表現手段已經遠

不夠用了。隱喻、象徵、通感、改變視角和透視關係，打破時空秩序等手法為我們提供了新

的前景。我試圖把電影蒙太奇手法引入自己的詩中，造成意象的撞擊和迅速轉換，激發人們

的想像力來填補大幅度跳躍留下的空白。另外，我還十分注重詩歌的容納量、潛意識和瞬間

感受的捕捉」20。關於這方面的論述，幾十年來，人們已經有了較為充分的認識。我就不贅

述了。

四 流亡後的詩歌寫作：「逃亡的刺蝟」

不幸的是剛剛從廢墟上站立起來的北島，再一次受到命運的捉弄，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

開始了至今未歸的「流亡」生涯。他說：「我們這些作家當年被批判也好被讚揚也好，反正

一夜成名，備受矚目。突然有一天醒來，發現自己甚麼也不是。這種巨大的反差，會特別受

不了。那是我生命中的一大關。慢慢的，心變得平靜了，一切從頭開始──作一個普通人，

學會自己生活，學會在異國他鄉用自己的母語寫作。那是重新修行的過程，通過寫作來修行

並重新認識生活，認識自己。」21在〈醒悟〉中，北島感同身受于「老人突然撒手／一生織

好的布匹」。「一個被國家辭退的人／穿過昏熱的午睡／來到海灘，潛入水底」（〈創

造〉）。他要「學會虛度一生／我在鳥聲中飛翔／高叫永不」。

北島祝福女兒，因為她不像自己兒時的生活天空完全被一種單調的紅色充斥著，女兒「五歲

的天空是多麼遼闊」，「一隻最紅的蘋果／離開了你的畫」，而「大地四處滾動著蘋果」。

女兒的幸福是豐富而實在的（〈畫〉）。而「他變成了逃亡的刺蝟/帶上幾個費解的字」

（〈畫──給田田五歲生日〉）。這表明，作為流亡者的北島是帶著自己民族的隱痛上路

的，註定沒有幸福可言。逃亡者在「讀者們紛紛上岸」時，仍堅持在身陷囹圄的風暴中左沖

右突，不言放棄。這就是逃亡者的〈使命〉。

在流亡生活中，「舊時代的風範和陽光一起／進入某些細節，閃爍」（〈橋〉）。比如，成

長的憂鬱（〈憂鬱〉）。1987年左右發表的、北島唯一組詩〈白日夢〉22實質上是〈履歷〉

的放大。它是對一代人成長歷史的民族寓言和文化想像。它是北島在流亡前後再一次清理自

己的「抽屜」。像巴金那樣23，北島認為「文革」絕不僅是做一場惡夢那樣簡單。他提請人

們要警惕這一隱喻的麻痹性。「你沒有如期歸來」，被文革毀壞的「一切」一時難以修復或

重建，人性、人道主義、誠實等並不像人們期望的那樣隨著文革的結束而複歸，隨著「歸來

者」的歸來，隨著新時期的到來而「如期歸來」。把文革說成是十年才做一場惡夢的做



法24，顯然「比事故更陌生／比廢墟更完整」（〈無題〉）。北島寧願「迷上深淵」，要在

「痛飲往昔的風暴」的紀念日「和我們一起下沉」，讓「風」再次激蕩「死者的記憶／夜的

知識」。

北島常常思考「老去的是時間嗎？」這樣一個問題。時間真的能沖淡一切、撫慰創傷嗎？人

們僅僅是時間老人的「小小的祭品」（〈夜巡〉），就像早年在〈走吧〉末節寫到的「走吧

／路啊路／飄滿紅罌粟」。他們那一代的命運既是理想的行走又是犧牲和獻祭的行走。這一

點始終沒有改變。因此，北島詩歌的精神內核是貫穿始終的，就像北島在〈四月〉裏所寫的

「四月的風格不變／鮮花加冰霜加抒情的翅膀」。他還直截了當地說：「我沒有覺得有甚麼

斷裂，語言經驗上是一致的。如果說變化，可能現在的詩更往裏走，更想探索自己內心歷

程。……我能感到和讀者的距離在拉大」，「詩一直都是寫給秘密讀者的」，「那時，生活

經驗和寫作很密切。……現在，寫作變得更曲折隱秘了」25。

比如，夢幻色彩愈來愈濃，請讀〈第五街〉：

白日是發明者花園

背後的一聲歎息 

沉默的大多數 

和鐘聲一起扭頭

我沿第五街 

走向鏡中開闊地 

侍者的心 

如拳頭般攥緊

又是一天 

噴泉沒有疑問 

先知額頭的閃電 

變成皺紋

一縷煙指揮 

龐大的街燈樂隊 

不眠之夜 

我向月光投降

第一節寫發明者走向黑暗，把已經探明的真理留了下來，這的確令人驚歎！第二節是說

「我」就是發明者，「花園」就是「鏡中開闊地」，而侍者指「沉默的大多數」裏的一員，

也是「我」的追隨者，並為「我」的這種冒險而擔心不已！第三節寫時間如噴泉、流水般逝

去，而先知（「我」）的精神靈光也在凝固成為思想。最後一節寫「我」仍然沿著第五街在

狹長的街燈群帶下（現代工業文明）披星戴月地趕赴心中的「花園」。在這裏，花園與街

市、藝術與科學、月光與日光等都是相對關係的。因為「我」是酒神──原創性的藝術精神

──的信徒，所以，詩人說「我向月光投降」。這裏的「投降」是臣服、膜拜和皈依的意

思。難怪有人說，深夜是一個人最清醒的時刻。這就是人們常常所說的北島流亡後的超現實

主義詩歌的風貌。

又如，悖謬意識明顯加強，請讀〈磨刀〉：



我借清晨的微光磨刀 

發現刀背越來越薄 

刀鋒仍舊很鈍 

太陽一閃 

大街上的人群 

是巨大的櫥窗裏的樹林 

寂靜轟鳴 

我看見唱頭正沿著 

一棵樹樁的年輪 

滑向中心

「我」磨刀中，出現了刀背與刀鋒之間的錯位，說明人生如磨刀，永遠是悖謬的；這一切均

是因為處於不幸處境裏的機械時代的人們已經被時代的大潮裹挾而下，不可逆轉。正如北島

在〈白日夢〉裏所說的「悲劇的偉大意義啊/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

再如，反諷視角進一步凸現。如「是歷史妨礙我們飛行／是鳥妨礙我們走路／是腿妨礙我們

做夢」；「租來的光芒「（〈關於永恆〉）；「關於忍受自由／關於借光」都是「險惡的

詞」（〈轉椅〉）等。而且北島流亡後的詩歌語言更加具有漢語性和口語化26。這些話提醒

我們要注意北島流亡前後詩歌寫作中的「常」與「變」之間的辯證關係。

畢竟真的脫離了對於北島來說是與生俱來的龐大的意識形態的籠罩，因此，先前那種寫作的

功利性得以慢慢減緩下來；打個比方來說，流亡後的北島已經由一個戰士變身為一位紳士

了。換言之，在一個相當自由寬鬆的環境裏，北島就能夠真正地平靜下來，沉潛地思考一些

根本性問題。

一、他思考自己同母語之間的關係以及作為流亡者對於祖國的深厚愛情。請讀〈寫作〉：

始於河流而止於源泉 

鑽石雨 

正在無情地剖開 

這玻璃的世界

打開水閘，打開 

刺在男人手臂上的 

女人的嘴巴

打開那本書 

詞已磨損，廢墟 

有著帝國的完整

寫作是與時間抗衡。它源於偌大無比的傳統，而最終又要「忘恩負義」地背叛這種傳統，努

力創造新的小傳統，恰如〈關於傳統〉所說「搬動石頭的願望是/山，在歷史課本中起伏」。

面對「長夜默默進入石頭」（〈關於傳統〉）和「這玻璃的世界」，北島決定要用象徵愛情

和忠貞的鑽石解剖它，讓活水流進來，讓男權話語控制下的長期沉默的邊緣話語打開話匣、

開口說話。北島說：「現代漢語既古老又年輕，是一種充滿變數和潛能的發展中的語言。但

近半個世紀來由於種種原因，它滿是傷口。」〈二月〉也暗示了北島在異域用母語寫作的感



受，比如倒數第二節：

在早晨的寒冷中 

一隻覺醒的鳥 

更接近真理 

而我和我的詩 

一起下沉

「其實詩人和語言之間就有一種宿命關係：疼和傷口的關係，守夜人與夜的關係。如果說甚

麼是這種宿命的整體隱喻的話，那不是覺悟，而是下沉，或沉淪。寫作的形式，顯然與這種

沉淪相對應。〈二月〉這首短詩說的是，在一個『正在趨於完美的夜』裏沉淪的可能」27。

寫詩久了，和語言的關係越來越緊張，就像琴弦越擰越緊。而這種緊張關係是由對母語的忠

誠和對文化的反叛構成的，也就是北島在〈無題〉之一的開篇所說到的「在母語的防線上／

奇異的鄉愁／垂死的玫瑰」。它無疑是北島寫作動力之一。

流亡異域的北島，常常真切感受到的是母語的懸浮狀態。在〈鄉音〉裏，北島說：「我對著

鏡子說中文」，感覺「祖國是一種鄉音」，因此，為這種遠隔祖國帶來的疏離感受而恐懼不

已。在另文中，他又說：「我喜歡中文的音調，喜歡那種它孤懸於另一種語境中的感

覺」28。雖然〈此刻〉世界正在流血。「在這個充滿暴力的時代，詩歌可以傳遞另一種資

訊」，成為非宗教、非革命之類的第三種聲音；它可以拆除種族文化、政治較量之間的樊

籬。

北島雖然從1986年離開祖國，一直到前年才有機會回國幾次，長期在異域漂泊。客觀的距離

使他同母語的關係改變了，變得更密切了，更實在了。他說：「對於一個在他鄉用漢語寫作

的人來說，母語是惟一的現實」29。對於母語的體會，他還在布羅茨基的劍、盾、宇宙艙這

三個比喻外，添加了「傷口」。

《今天》派之後的詩人，在使用「祖國」一詞時相當謹慎。但北島卻在他的流亡詩裏大量使

用「祖國」、「故鄉」、「鄉音」、「母語」、「懷鄉」、「鄉愁」等詞。足見，它們已成

為流亡者北島在異域他鄉的抵禦之盾、精神城堡和皈依之所。〈毒藥〉體現了流亡者對祖國

的複雜愛情。這裏面有太多的誤會，乃至詩人懇請上帝「再給我一個名字」，「我以此刻痛

哭餘生」，以便使「母語的太陽」升起在大海上，照耀著流亡者。流亡者對於祖國的愛情尤

如「群山之間的愛情」那樣永恆厚實，流亡者對遙遠祖國的愛情的呼喚，就像「從遠古至

今」的「一聲淒厲的叫喊」。流亡者，都是一些「疲憊的旅行者」，都是一些深懷愛情的

「在天涯」的斷腸人（〈在天涯〉）。所以，北島堅信「必有人重寫愛情」（〈我們〉）。

因為「是愛的光線醒來/照亮零度以上的風景」（〈零度以上的風景〉）。北島的流亡詩是一

道道外冷內熱的「冷風景」。

二、繼續思考生活和幸福的不真實性。與〈借來方向〉相通，北島在〈蘋果與頑石〉裏寫

道：「一顆子彈穿過蘋果／生活已被借用」。他說：「自青少年時代起，我就生活在迷失

中：信仰的迷失，個人情感的迷失，語言的迷失，等等。我是通過寫作尋找方向，這可能正

是我寫作的動力之一。可我不相信一次性的解決。在這個意義上，『方向』只能是借來的。

它是臨時的和假定的，隨時可能調整或放棄；而意識形態則是一種明確不變的方向，讓我反

感。你也可以說這是一種信念，對不信的信念」30。〈忠誠〉寫的就是對於信仰忠誠的嘲諷

── 「我信仰般追隨你/你追隨死亡」，所以，作為「同謀者」的北島們「為信念所傷」，



「側身於犀牛與政治之間」（〈一幅肖像〉）。

三、繼續思考個體話語存在的可能及其難度。在〈遭遇〉中，摔掉歷史的重扼和慣性的作用

力，「我走出洞穴／匯入前進的人流」。這裏又出現了「我」與人民之間的精神遭遇。早在

寫〈結局或開始〉裏，北島就寫到過「人民在古老的壁畫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

在〈遭遇〉裏，北島再次寫到「他們煮熟了種子／繞開歷史，避開戰亂／深入夜的礦層／成

為人民／／在洞穴的岩畫上／我觸摸到他們／挖掘的手指／欲望的恥骨／回溯源頭的努

力」。詩人不僅要喚起人們對歷來民族命脈中傳承下來的血緣的懷疑，而且還提請人們注意

「社會意識的一體化、總體化，個體話語不可能在這樣的處境中存在。如果某種個體話語還

想為其個體存在保留一點地盤，就只有流亡一途」31，所以，北島接著寫道：

僅在最後一步 

他們留在石壁中 

拒我在外

我走出洞穴 

匯入前進的人流

也像詩人在〈無題〉之一裏講到的：

詞的流亡開始了

因為「『人民』一詞具有巨大的道義迫害力量，凡不能被認同為『人民』者，就是應該被消

除的個體存在」32。

四、對本體論的懷疑和對整個世界邏輯的質疑。如〈僅僅一瞬間〉裏說：「僅僅一瞬間／一

切都在變」；意味著一切都無從把握。又如〈藍牆〉裏說「一隻輪子／尋找另一隻輪子作

證」和〈無題〉裏說「火不能為火作證」；意味著一切自身的價值難以確定，一切處於一種

遊移的狀態，剩下的只有「無根」的恐慌！

五、返鄉的堅定指向及其困難。請讀〈嗅覺〉：

那氣味讓人記憶猶新 

像一輛馬車穿過舊貨市場 

古董、假貨和叫賣者的 

智慧蒙上了灰塵

和你的現實總有距離 

在和老闆的爭吵中 

你看見窗戶裏的廣告 

明天多好，明天牌牙膏

你面對著五個土豆 

第六個是洋蔥 

這盤棋的結局如悲傷 

從航海圖上消失

對於辨明過去曾經熟知的事物，視覺、聽覺、感覺也許不可靠。因為它們可能被蒙上了厚積



的歷史灰塵，可能被改頭換面，也有可能銷聲匿跡地退出了歷史舞臺。嗅覺也許能夠穿透歷

史和現實的迷障，尋覓到歷史的痕跡。如北島說的「那氣味讓人記憶猶新」，可是新時代的

櫥窗裏琳琅滿目的商品（牙膏是一種清除遺留氣味的物件）終於讓你迷惑，就是拿來不是商

品的原本帶有本土氣息的土豆和洋蔥也一改昔日的味道，使你不得不放棄尋訪過去的努力；

但過去的味道會永久地存留在你的意念裏。北島自己也說過，「嗅覺比其他感官的記憶更持

久。剛開始連做夢的背景都是北京。時間一長，背景慢慢消失，剩下的只有氣味。在外邊待

久了，回去的路不復存在。也就是說，我再也找不到那個我出生長大的地方。十三年後我第

一次回北京，連家都找不著了。冬儲大白菜不見了，但它的味道留在記憶裏，那是我的北京

的一部分」。

那麼，詩人到底要怎樣才能返鄉呢？在〈背景〉裏，北島說：「必須修改背景／你才能夠重

返故鄉」。其實，背景是難以修改的；返鄉也就成為一種虛妄。何況「在道路的盡頭／一隻

歷史的走狗／扮裝成夜／正向我逼近」（〈遠景〉）。

總結自己走過來的路，北島說，所謂〈進程〉，就是「我坐在我的命運中」，「我走在我的

疼痛上」，「我建造我的年代」。這是北島的宿命，如〈剪接〉所言：

我問路問天 

問一位死去的詩人 

所癡迷的句法 

答曰：我僅受僱於 

一陣悲風

老去的是時間，留下來的詩歌。這是北島唯一的驕傲，也是現代漢詩的驕傲。

總之，北島詩歌抒情主體形象經歷了從「〈同謀〉者」33到倖存者34再到〈八月的夢遊

者〉35、〈午夜歌手〉36三層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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