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芝生前未发表的早期诗作选

〔爱尔兰〕威廉·巴特勒·叶芝

傅 浩译

学界一 般 认 为， 爱 尔 兰 大 诗 人 威 廉 · 巴 特 勒 · 叶 芝

( W. B. Yeats，1865—1939) 早期诗艺主要受英国诗人埃德蒙·斯

宾塞和珀西·比舍·雪莱的影响，但在他正式发表的作品中却难

觅例证。他的第一本诗集《乌辛漫游记及其他》 ( 1889) 以写爱尔

兰题材为主，只有部分涉及古印度和古希腊题材。诚如他在 1925

年所说: “许多诗，当然是那些关于印度或牧人和牧神题材的诗，

肯定作于我二十岁以前，因为从我在那个年纪开始写 《乌辛漫游

记》那一刻起，我相信，我的题材就变成爱尔兰的了。”

1995 年，斯克里布纳图书出版了乔治·伯恩斯坦整理编辑的

《月下: 威廉·巴特勒·叶芝未发表的早期诗》一书，收录叶芝作

于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的诗作三十八首。这些叶芝生前因种

种原因秘不发表的诗稿印证了学界的看法，其中有不少作品的确

有模仿斯宾塞和雪莱等前人的明显痕迹，但也有不少作品已开始

表现爱尔兰和诗人私生活题材了。

少年学艺阶段不免模仿借鉴。叶芝还喜欢改写来自盖尔语或

其他语种的作品译文，有时甚至难免剿袭之嫌而为人诟病。《静静

的在达吉斯坦河谷》一诗即据俄国诗人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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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改写而成，较诸原诗，内容和措辞几无二致。《泉水中一个

灵魂》显示了斯宾塞的影响，叙事诗 《罗兰爵士》则从题材到形

式都亦步亦趋追摹斯宾塞。后者限于篇幅，此处未选。《乌辛漫游

记及其它》出版后，叶芝曾赠给前辈英国诗人威廉·莫里斯一本。

莫里斯以写欧洲古典神话和中古英雄题材的叙事诗见长，见了他

说: “你我写一类的诗。”于是乎对他大加奖勉，并答应为他写书

评。《流寇的婚礼》也是这类叙事诗之一，只不过场景设在了十七

世纪的爱尔兰，反映了叶芝在 1885 年结识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领

袖约翰·欧李尔利之后的题材转向; 写法则采用主人公对女友说

话的戏剧独白形式，较以第三人称视角叙事的 《罗兰爵士》更具

抒情性。《你懂的我的歌》 《灰发老人》 《谷地》 《狂风吹打的碉

楼》也都是以爱尔兰为场景的富有幻想色彩的小品。 《居普良》

《日出》《潘》则仍有古希腊的典故或意象或题材残留。叶芝一贯

反对在诗中采用现代工业意象，也许因此之故而获评 “无须是现

代主义者而最现代”。《遮面的话音与黑暗的发问》中的有轨电车

可以说是叶芝诗中绝无仅有的现代写实形象，诗人生前未公开发

表此诗也许就是因为其风格异乎寻常吧。《路径》和 《有关前世的

梦》无疑是写给叶芝的单恋对象茉德·冈的。《路径》的结尾两行

与收入诗集《苇间风》 ( 1899) 的 《他冀求天锦》一诗的最后两

行不无相似之处，甚至二诗的整体构思亦属雷同，后者应该是基

于前者的改作或重作。 《有关前世的梦》含有记实成分，颇涉隐

私，不免令人联想到叶芝在晚期诗作 《他的记忆》 ( 1926) 中类似

地珍藏的私房话。此诗的末行则可以为其另一首差不多作于同时

的名诗《在你年迈时》 ( 1891) 的末尾两行半作注脚，比较而言更

清晰地勾画了 “头戴繁星冠”的爱神丘比特形象，并点明无缘之

042 | 世界文学 2017 年第 5 期



人不受爱神眷顾的寓义。

以下选诗十三首译自乔治·伯恩斯坦编 《月下: 威廉·巴特

勒·叶芝未发表的早期诗》 ( 纽约: 斯克里布纳图书，1995 年

版) ，连同其中其余二十五首诗作的译文将见于有待出版的拙译

《叶芝诗集》 ( 增订本) 。

译 者

静静的在达吉斯坦河谷*①

一

静静的在达吉斯坦河谷，

我独自躺着，被铅弹射穿，

鲜血从冒烟的伤口流出

在我沉重的头颅下蜿蜒。

二

近旁是层叠的黄色悬岩，

阳光灼烤着嵯岈的陡壁，

也灼烤着我，在沙滩中间，

我陷入无知无觉的沉睡。

142诗歌 |

① 此诗是据俄国诗人米哈伊尔·莱蒙托夫 (1814—1841) 《梦》一诗改写的。达

吉斯坦是位于北高加索东部里海西岸的地区，现属于俄罗斯联邦共和国。

*



三

我躺在那儿做了一个梦，

梦见家乡河谷的野餐会，

年轻主妇在艳阳下围拢，

嗲声嗲气地讲我的故事。

四

有一人在那里面色凄惨，

她不在嗲声嗲气的圈中，

但在她用双手沐浴之前，

她的灵魂沉浸在幻觉中。

五

她看见一具熟悉的遗体

在遥远的达吉斯坦河谷，

乌黑的血液一滴接一滴

从撕烂绽开的胁下流出。

遮面的话音与黑暗的发问

我乘着有轨电车在路上疾跑

穿过黑夜时，如是我得出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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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赛人①梦想世界运行之道

及偏误之故，他那寂寞的心里

隐藏着什么秘密? 远处有一阵

微弱笑声落入我灵敏的耳底，

发问———那古老泪水的俗艳容器，

有什么故事?

无人议论的可怜人，

耻辱的收藏者，她已失去太阳，

她那可怜的悲剧也终于收场，

封存结束了无夏的日子之后，

什么流言 ( 连她都肯定有一个)

一时间变得精神抖擞，会避躲

老伙伴，那些备受践踏的通途?

泉水中一个灵魂

泉水中一个灵魂对我说句话:

“请给我讲一讲你的精神乐趣，

我在阿贝伊舍德②的昔日荣华

成了财富时尚的笑柄和尘土。”

我给那魂灵一句相应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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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法利赛人: 古希伯来人之一支，严守传统律法，后被目为自以为是和虚伪矫饰

者。
也许是指最古老的苏美尔城埃里都，现名阿布沙赫赖因，在伊拉克境内。



“我曾听说一部古书①中有句话:

‘要大胆，’古代的圣贤曾经说道，

‘要大胆，要大胆，永远都要大胆，

但不要太大胆，’如是我曾读到，

从某部记载古史的著名经典。

这就是我的精神乐趣的讲述，

其内心深处藏有秘密的财富。”

我曾在充满了沉睡幽灵之地，

从阿佐拉尔②的航海大船之上

抛出钓线达到那极深的海底，

测量着鱼类所在国度的情况;

我听见有鳞生物大笑的声音，

看见鳞光闪闪一圈圈的波纹。

我曾在一座岩石山中找矿石;

我常常把岩石劈开一探究竟，

看其中是否中空有汩汩泉水，

然后再敲打大理石皮壳表层;

近来在山中我到处不断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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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可能是指埃德蒙·斯宾塞的史诗《仙后》，其中第三卷第十一章第五十四节描

写布希拉尼宅邸的门楣上镌刻有“要大胆，要大胆，处处都要大胆”和“不要

太大胆”等字样。
叶芝早期戏剧诗《摩萨达》 (1886) 中的一个虚构人物， “星星教导的摩尔

人”。



如当时大海对陆地所作回答:

“我的手或远或近地测量寻找，

从白银和黄金之中露出土地，

从尘土之中现出大量的财宝，

伊甸乐园诞生时透明的光彩。”

近来我伫立在山顶平地之上，

如当时大海对平地回答那样。

居普良* ①

居普良———

我在这湖水环绕的热带岛上住，

从来没有人看见过这座岛屿，

从来没有船接触过它魔幻的滩涂。

久远的世纪以前我怜悯人类，

给尘世派去一个不安的精神

和一场对抗沉睡神族的反叛，

但人们疯了，以为他们有福分，

苦难不过是为生活缴纳的税款，

奥林匹亚的宙斯①仁慈且酣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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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①

据理查德·埃尔曼说，叶芝写此诗时年 18 岁 ( 《叶芝: 其人其面具》，麦克米

伦，1948 年，页 31)。手稿上标明“第一场”，表明这是一部诗剧中的一段独

白。发言者居普良可能是个虚构人物，因为历史和传说中诸多同名者的事迹都

与此处的描写不符。
古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居于奥林匹亚山上。

*



强盗国家①的魔鬼心地善良，

尽管他们已经哭泣了千百年。

虽然我遭受诅咒求死不得，

但是我体内糅合着人类天性。

千百年过去，衰老降临我身上;

厌倦了逃避万国的愤怒暴行，

我很久以前就已越过群山，

寻求安宁，以躲避尘世的喧嚣，

找到了一处喋喋抱怨的泉眼，

它抱怨是因为无女仙装点山涧。

于是我对它说了句有力的话，

它就听到了山林女仙的语言，

涌流汇聚成一片闪光的水洼。

然后我再度说出那种语言，

那里就升起一座庄严的岛屿，

岛上鲜花烂漫光景明媚;

我伫立在岛上干涸的泉流之上。

你懂的我的歌

你懂的我的歌，关于梦幻城堡———

阴郁的城墙好像编织的网罗，

上面雕饰着精巧的花篮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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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放着美丽的花环，扎着流苏———

它们遇见过古代侍从唱着歌。

灰发老人

我正坐在树林中，忽然

一灰发老人站在我面前，

两眼燃烧着熔炉的烈火，

一手把银色的竖琴弹拨。

那就像流泉的声音，

他相和着如是唱吟:

“许多人歌颂过美貌女子，

许多人歌颂过金色发丝，

许多人歌颂过蓝色眼眸，

我也来歌颂高贵的少女。

所有少女中她无与伦比，

凡间哟无如此姣好容颜，

男人颗颗心都缠上发丝，

她闪亮的秀发长及脚面。

她的嗓音是惑人的回响，

她的眼神是黄色的焰光，

夜间在沼泽的上面

与飘忽的鬼火游玩。”

他唱毕。我手执一朵野蔷薇，

抬头看———灰发老人已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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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那长发歌者

他名叫什么?

难道他是蔷薇妖?

———谁知道?

我听见远处一只乌鸦叫，

更远处一条小溪咯咯笑。

谷地

这乡野居住的所有蜂子

都飞到这里这可爱谷地

从蓝铃花上面争抢花蜜

或沦为此地某精灵

追逐猎捕的牺牲品，

他深藏在那紫色花冠内，

拉满了弓弦在把它等待。

在自己心爱的花丛中间，

他不会拥有其它的权限，

因为快活的仙子们乐于

从花朵的唇上啜饮甘露。

狂风吹打的碉楼

一

狂风吹打的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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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春藤蔓的暖意

已从你身边退避，

眼见你雉堞上头

二

悠悠千载的野鬼，

野鬼嘲讽的笑容，

它不禁瑟瑟震恐，

把绿色卷须缩回。

三

曾有学问枭落脚

啸叫在灰石墙头。

夜半钟响。碉楼抖。

它听见鬼魂欢闹。

四

那枭穿夜空远飞，

对自己伤悼不已，

终于像石头下坠，

它是因惊吓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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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脑浆迸溅如常鸟，

学问枭如是身亡，

因为它只是听见

一阵反哲学叫嚣。

日出

嫩叶茁长，牛群吼，

山谷中洪流奔走

渴望海洋的激流;

听见海涛声，

溪水大欢腾。

山峦的冠子正变红;

精灵或矮仙的喉咙

游荡在曲折峡谷中，

轻柔地唱和

那古老哀歌;

冥后①只轻轻触及

松林中间的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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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古希腊神话传说，谷物女神得墨忒耳的女儿珀耳塞福涅被冥王哈得斯劫去，强

娶为后。得墨忒耳悲痛不已，到处寻找，以致土地荒芜，饥馑发生。于是主神

宙斯命令哈得斯准许珀耳塞福涅每年春季返回地上，秋季回到地下，从此才有

了四季循环。此诗原文用的是珀耳塞福涅在古罗马神话中的名字普洛塞耳皮

那。



抚过每一根金丝，

歌声就飘扬，

升到高崖上，

绕朵朵石楠花飘浮，

野蛮而温柔的旋律

令乌鸫和画眉侧目。

远处山头上

清晨的红光

顺山腰向下奔泻

从茂盛松林掠过，

向峡谷咽喉滑落，

紧紧地追逐

逃跑的露珠。

终于摆脱了云和雾

重重包围的裹尸布，

太阳冲出来，骄傲于

不息的火焰，

因欲望狂癫，

去啃食跳舞的月光———

月亮的镰刀明晃晃

收割了黑夜的歉荒———

她流动的发

钢似的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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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我歌颂潘和他美妙的牧笛，

阴凉和阳光里面的王者，

在麦子火苗中跳舞的形体;

我也歌颂骏马的蹄子

践踏处迸溅而起的露水。

我歌颂孤寂之处，

那神秘祭司一族曾庄严、

奉献给潘的神殿;

他们见过那大神，面对面，

他们听过潘，那音乐之王，

在树叶中间已沉寂的言谈，

他们听过溪流把故事唱:

曾有天使族生活在大地，

奉慷慨的潘为他们的王。

一位恨人类的新神崛起;

他们死去，魂附于大地，

慷慨的潘就逃到森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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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潘的祭司》一诗注。据古罗马历史家普魯塔克说，潘是古希腊神话中惟

一真正死了的神。后世有人认为潘神之死象征着神话世界的消逝，取而代之的

是基督教的“新神”。

*



流寇的婚礼

爱尔兰，一六 × × 年

难道你不怕流寇的凄婉爱情?

永远跟着他，年轻的低地女儿，

他在西海边杀死了他的兄弟，

是一个依山傍水而居的游民。

难道你不怕流寇的洞穴?

那里没有温顺的枕头供你躺，

只有流寇的胳膊和干草当床，

最终是一个流寇的墓穴。

难道你不怕不倦的獒犬之仇

到每处沙漠泉源边追寻我们，

沿石楠丛生的山坡追寻我们，

把我戴铁的额和你柔弱的头

惊醒去面对共同的运命?

难道你不怕不倦的獒犬之吼?

从爱走到无爱的天堂或地狱

从欲乐之梦到亡魂之梦?

你每次接吻都会怕他，看见他

金色晨曦中佝偻而行的幽魂;

在水池旁边梳洗打扮你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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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我修饰妆容的时候怕他。

难道你不怕，难道你不怕

寒冷黎明时点缀蘑菇的草莽?

那里无海豚喷泉，无平滑草场

和舒适宅邸令你心情佳。

女孩，难道你不怕爱如此孤独?

没有朋友的眼看你柔发飘然，

因为他们都死了，我的老伙伴———

风吹呀吹过每一块白色胸骨。

在露湿树林或光秃山丘，

剑或箭追上了他们，他们完蛋。

乌鸦把他们的血肉当作盛宴，

强悍的鹰隼也吃饱喝足。

你若是想要流寇的凄婉爱情，

那就跳上来坐在鞍上我前头。

驱驰已久，就让布赖恩在溪头

刨刨疲惫的蹄子。在铁盔头顶

我永远佩戴着你的手套。

可是听，难道你不怕獒犬之吠

滚滚回响在遥远的空谷之内，

滚滚回响在山间的小道?

驾! 驾! 他们要追上了。尽力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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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恩! 从黑暗裂谷之上一跃

而过! 抓紧，亲爱的，此刻将赢得

爱情的长久日子或永久安歇。

吻我吧，恐怕你得到后者。

我们安全了。听巨石相撞坠下

裂谷的嵯岈崖壁，在我们脚下

哐啷响———我们踏过时松落。

驾———驾———现在他们有许多里之遥。

在柔波拍岸之处，我们把马辔

放松，沿灰色沙滩漫游。在那里

我杀了我兄弟; 我们刀剑相交

仅仅为嬉戏，战斗的狂热

袭来，我下了杀手。他是我帮中

第一和最后一位。现在我日中、

早晚都遭受上帝的谴责;

跟我一起走的人都总是迷路，

出外到满载悲哀的坟墓世界，

难道你不怕上帝的谴责，女孩?

你的眼回答，无论天堂或地狱，

你在此同享我凄惨人生。

抓紧，亲爱的，让我感受你和平

靠近我灵魂，永无星光的无情

黑旋风在那里与日俱增。

552诗歌 |



走过海滩，聚集的群山合拢来

紧围着我们。我们的路在那里，

天光渐放亮。我们扭曲的影子

随我们飞奔。云洗的山峦拔地

而起，在平原上高耸千尺———

我若不曾称你为良马，以伟大

布赖恩①为你命名，现在就轻踏

西洋白分时巨浪的拍子。

月光下面配置着森林的阴暗;

常常在雷霆的吼叫震响上边，

战神谈论着我国长久的争战;

此处有我们的石灰岩洞，悲惨

厄运从离他切近的巨怪

云团降到人类的疲惫精神上;

我们将住在此，远离盾牌刀枪，

远离一群群讨厌的武士。

路径

我若是上帝，大天使就该去

把星星都从天空中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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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布赖恩·勃魯 (941—1014)，中世纪著名的爱尔兰国王。



忽然间又都急匆匆飞起来，

把它们散布成闪亮的一溜———

一条恰恰好闪亮的路径。

我只有生命可以献给你;

轻轻地踩吧，最轻柔地踩，

你悲伤的脚下是我的生命。

有关前世的梦* ①

麻鹬和田凫的叫声、月亮的蜜白色光晕、

山谷中带露的青草、那低吼的大海母亲、

林地里跳跃的绿叶、天空中星星的光焰

比细长的白指可亲，胜过你柔和的黑眼;

你前来靠近我一点，仪态又动人又温和，

脸上混合着倦意和秋天悲伤的玫瑰色;

在柔和的黑眼照耀下，我的世界毁灭了，

它已经等待了一千年，现在消逝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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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891 年 8 月，茉德·冈写信给叶芝说，她梦见他俩前世是阿拉伯沙漠边缘的一

对兄妹，一同被鬻卖为奴。叶芝错会了意，立即兴冲冲赶去向她求婚。她拒绝

了他，说她不能结婚，但希望保持两人之间的友谊 ( 参见叶芝《回忆录》，德

尼斯·多诺休编，伦敦: 麦克米伦，1972 年，页 46)。此诗原题《数世轮回之

前: 记七月某夜你的梦》，后改题《纪念》，拟收入第二本诗集《凯瑟琳女伯爵

及各种传说和抒情诗》 (1892) 时又改为现题。也许过于直涉隐私，叶芝在审

读诗集校样时从中删除了此诗。

*



“你对我比往昔荒漠里的一位兄长更亲。”

你说得多温柔，多温柔——— “我只拉手做友人:

在此生开始前，他们把我们一起卖为奴，

但爱神比日月更古老，不听任何人吩咐。”

九①个世纪前我与你相遇，彼此目光交织，

一瞬间又分离，沮丧就降临我们的日子;

我们走各自的旅程，竟羡慕草盖的死人，

因爱神头戴繁星冠，不经意掠过了我们。

( 责任编辑: 杨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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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九为神秘数字，非确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