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斯特凡·格奥尔格的神圣战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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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德国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在一战前夕出版的诗集《联盟之星》中提出 “神圣的

战争”，一直被人误解为支持威廉二世发动战争的宣言。本文解读《联盟之星》里的两首诗以及

格奥尔格在 1917 年创作的长诗《战争》，分析格奥尔格的 “神圣的战争”的含义，认为他同时

还预言了另一种神圣的拯救之战，即他和弟子们用诗歌创造新生活，这两种战争合在一起构成了

格奥尔格的神圣战争观。格奥尔格的神圣战争观具有一种乌托邦性。
关键词 斯特凡·格奥尔格 格奥尔格圈子 一战 诗 神圣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斯特凡·格奥尔格的诗学研究” ( 项目编号: 17BWW078) 的阶段性成果。

1914 年 2 月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夕，德国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出版诗集《联

盟之星》 ( Der Stern des Bundes) ，在其中一首

诗中预言: 千千万万必死于 “神圣的战争”
( der heilige krieg) 。何谓 “神圣的战争”? 战

争之“神圣”体现在哪里? 对此问题，笔者

在所掌握的格奥尔格研究文献中还未见到任何

阐述，似乎这个说法不言自明。其实不然。就

是它，接连引发了以下问题: 一战爆发，德国

上下群情激昂，格奥尔格圈子成员以及大众纷

纷认 为 那 就 是 格 奥 尔 格 预 言 的 “神 圣 的 战

争”，① 《联盟之星》也因此被称作 “大众的

诗歌手册，尤其适合战场上的年轻人”，但格

奥尔格认为那是“误解” ( 《联盟之星》1928
年版前言) 。1917 年战局变化，德国面临战

败，格奥尔格创作出版长诗 《战争》 ( Der
Krieg) ，诗歌的显文本充斥着对战争暴力的批

判，于是，格奥尔格又被认为是见风使舵，自

我“背叛”， “暗暗修正了他对世界大战的神

圣化”。②可是，格奥尔格作为一个自带 “先

知”光芒的诗人，当年 《战争》又是像宣传

小册子一样一次就发行了 6500 份，他为什么

要如此大张旗鼓地在公众面前 “认错”?

以上 分 歧 与 疑 问，皆 源 于 格 奥 尔 格 的

“神圣的战争”之说。在一战之初的全德战争

热潮中，人们认为格奥尔格把战争称为 “hei-
lig”，与当时鼓吹战争可以 “陶冶情操、弘扬

民族精神、改造社会”③ 的众多德国知识分子

一样，是在歌颂战争对人的净化与拯救，格奥

尔格的“神圣的战争”之说被纳入了当时的

主战话语。后来，战局的发展让人们渐渐清

醒，改变了人们对战争的认识，格奥尔格的

《战争》又被“收编”到反战话语。可是，格

奥尔格屡屡要跳出公众的这个思维定势。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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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战争”之说所在的那首诗邻近的另一

首诗里，格奥尔格借用诺亚方舟的神话，把诗

比为“金色战船”，并称之为 “神圣的家园”，

与“神圣的战争”呼应，这些意象及其背后

暗藏的经典，隐含了格奥尔格的真实思想: 战

争似大洪水，意在消除现实中的罪恶，此乃其

神圣之意; 虽然消除罪恶也是一种净化与拯

救，但真正的拯救来自诗人与诗，诗才是现代

人的诺亚方舟。诗人是指格奥尔格及其弟子，

格奥尔格曾把弟子们称为 “神圣的一群人”
( die heilige Schar) 。由此可见，格奥尔格描写

毁灭与拯救 ( 拯救者及拯救方式) ，用了同一

个形容词“heilig”，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属于他

自己的救世方案。他的 “神圣的战争”之说

离不开他对“金色战船”的自信，而 “战船”
本身也暗示了战斗，因此，这两种战争 ( 毁

灭与 拯 救 ) 一 起 构 成 了 格 奥 尔 格 的 神 圣 战

争观。
格奥尔格借用大洪水和诺亚方舟的神话，

把两种战争都称为“神圣的”，这暗示了他的

神圣战争观具有乌托邦性质。本文研究格奥尔

格的神圣战争观，先解读 《联盟之星》的两

首诗以及长诗《战争》，分析神圣战争观的内

涵，然后探讨神圣战争观的乌托邦性。

一、格奥尔格在一战前夕
对神圣战争观的表述

在诗集 《联盟之星》里，格奥尔格对神

圣战争观的表述是在第一部分第二组的第一首

和第四首。先看第四首:

你们的建筑违规逾矩:

“高的还能更高!”可是基座不牢，

支柱不稳修补无效; 建筑摇摇欲坠。
无计可施的你们仰天呼救:

“我们怎样避免在自己的废墟里窒息

避免被自己的幻像搞得精神错乱?”

上天笑答: 悬崖勒马求良药已经太迟!

千千万万必被神圣的疯癫逼疯

千千万万必被神圣的瘟疫吞噬

千千万万 ( 必死) 神圣的战争。④

诗的前三行对建筑的描写让人想起巴别通天

塔，⑤隐喻现代人的狂妄自大，具体可指威廉

帝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建造通天塔的人被耶和

华变乱了口音从此言语不通，遗祸无穷。诗的

最后三行预言狂妄的德国人将大难临头。在格

奥尔格的这个预言中，有两个词各重复了三

次: 一个是“千千万万” ( Zehntausend) ，象

征数量众多，其后没有名词 “menschen”，暗

示这 “千 千 万 万”的 群 体 根 本 就 不 配 称 为

“人”，在《战争》里格奥尔格说他们已经堕

落成了 “虫豸”。另一个是形容词 “heilig”。
瘟疫、战争、地震、洪水等常被上帝用来惩罚

作恶之人，但格奥尔格不用 “gttlich”而用

“heilig”，是因为这些惩罚总是与残暴和死亡

联系在一起，可格奥尔格想要突出拯救的一

面。“heilig”的本义指向拯救，⑥格奥尔格把

它用在这里是要表示: 上天灭绝罪恶之人和罪

恶行径，是为了让人类摆脱罪恶。可是，从最

后三行的描写来看，从疯癫、瘟疫到死亡，灭

绝恶之 后 所 留 下 的 并 不 是 一 个 可 以 生 存 的

环境。
那么，格奥尔格意欲的上天 “拯救”究

竟体现在哪里? 在同一组的第一首，格奥尔格

描写了上天对两类人的护佑:

天神从紫色的霞光喷洒愤怒:

我的目光已抛弃这个民族;

精神孱弱! 功业已殁!

只有乘着金色战船

逃到神圣的家园

演奏我的竖琴，在殿堂

奉献; 以及寻寻觅觅

热切地把双臂伸向暮色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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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他们还让我以爱相随———
其他都是黑暗与虚空。⑦

同词同义的 “himmel” ( 一译为 “上天”，一

译为“天神” ) 在这两首诗之间建立了关联，

它们合在一起，最高者的双重形象就完整了。
基于这种关联，这首诗最后一行所说的 “黑

暗与虚空” ( nacht und nichts) ，就预示了愤怒

的天神用疯癫、瘟疫、战争灭绝罪恶之后的

景象。
这首诗里被拯救的第一类人是诗人，乘

“金色战船”逃离是一个比喻。航行隐喻诗歌

创作，是古希腊罗马诗人常用的一个艺术手

法，⑧格奥尔格在此选用略显生僻的表示古代

战船的“triremen”，不仅包含了这一隐喻，还

暗示诗人的创作是一场艰巨无比的战斗，因为

他们是在乱世中创造美，他们创造出美，也就

战胜了乱世; “金色”象征艺术的高贵与神圣

以及诗人创作 ( 战斗) 的辉煌与胜利。在此

意义上，“神圣的家园”和 “殿堂” ( tempel)
就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天堂，而是诗人自己创造

的艺术圣殿和精神家园。 “殿堂”中的 “奉

献” ( opfer) 暗示诗人对美的虔诚和奉献，

“神圣的家园”之神圣 ( heilig ) 暗示诗之神

圣及其拯救使命。此时，“heilig”被用来形容

诗，拯救的使命被最高者赋给了他所庇护的诗

人与诗，“金色战船”的隐喻中于是又包含了

诺亚方舟的神话。
第二类人是青少年。青少年一直是格奥尔

格颂扬和寄予希望的对象，他在处女作 《颂

歌》的题词里就明确表示 “喜爱我们民族的

新一代”，在这首诗里，他界定青少年的三个

特征是: 尚在摸索道路、具有青春激情、希望

挣脱黑暗。为此他用 “abend” ( 傍晚) 来描

写他们，与最后一行描写大众用的 “nacht”
( 夜) 区分开来，形象地刻画了青少年和大众

的不同精神特征。黎明—黄昏—黑夜—黎明的

昼夜循环是自然规律，人的生命与精神也遵循

出生—衰落—死 亡—新 生 这 一 宇 宙 规 律。但

是，格奥尔格把 “nacht”与 “nichts” ( 虚

空) 押头韵，暗示大众的灭亡只是彻底的空

无，不存在孕育新生的任何可能性，这也就暗

示了战争只会是彻底的毁灭而不会带来新生。
黄昏是白天向黑夜过渡的时段，象征青少年的

命运凶多吉少，“金色战船”可以象征引渡与

拯救，但他们如果找不到正确的方向，终究不

免在黑暗中沉没。格奥尔格笔下的青少年这一

形象，包含了他对同时代的德国青年运动和表

现主义运动的态度。这两个运动的主体都是青

少年，主旨都是反抗现代化对人的压抑，青年

运动返回大自然，寻求自由与美，重新建立人

与人、人与自然和宇宙的沟通、和谐，表现主

义运动以内心情感和主观感受反抗理性的压

抑。格奥尔格赞赏他们的反叛，认为他们也受

到上天的庇护，但并不看好他们。表现主义的

那种狂放不羁在格奥尔格看来是发泄，可他认

为发泄不是力量，克制发泄才显示真正的力量

和真实深刻的情感。⑨青年运动所追求的理想，

格奥尔格也曾追求过，但随即就放弃了。⑩ 而

事实上那些反叛的青少年后来的命运 ( 如在

一战中的伤亡、战后青年运动被政治化和被纳

粹意识形态化瑏瑡以及表现主义作家艺术家被诅

咒被流亡等) 也让格奥尔格在这首诗中对他

们的忧虑得到了应验。
以上两首诗里的 “天神”和 “上天”象

征一个神圣的维度，格奥尔格借此表示灾难如

天谴、拯救如神意，都必然发生。设置这个神

圣的维度，格奥尔格就自比为天赋使命的诗

人，他的神圣战争观就具有了不容置疑的真实

性和权威性。“神圣的战争”在格奥尔格这里

只有两个含义: 1． 灾难和死亡不可避免，即

中国人所说的“自作孽不可活”; 2． 消除人类

的罪恶，让丑恶现实变成 “黑暗与虚空”。诗

才是现代人的诺亚方舟。虽然说消灭人类的罪

恶也是一种拯救，但最终拯救人类的是诗。诗

是“神圣的家园”，与现实中的 “黑暗与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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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相对，现实中无生存之地，诗歌 ( 文化)

却建筑起人类的精神家园。
在这两首诗里，格奥尔格完整呈现了他的

神圣战争观所包含的三个元素: 毁灭、拯救者

( 诗人) 和拯救方式 ( 诗歌) 。德国青年运动

和表现主义运动的青少年不是拯救者，那么拯

救者具体指谁，从这两首诗里不得而知，但格

奥尔格另有暗示。《联盟之星》这部诗集是格

奥尔格写给圈子成员的，据说他最初想用的标

题是“唱给神圣的一群人” ( Lieder an die hei-
lige Schar) ，他用他的神圣战争观里的关键词

“heilig”来称呼圈子成员，显然是把他们当成

了拯救者。后来，格奥尔格弃用这个标题而选

择了“联盟之星”，“联盟”指格奥尔格圈子，

“星”象征格奥尔格的诗，其神圣性不言而

喻。他悄然把原本用于圈子成员的 “heilig”
用于自己，凸显自己才是真正的拯救者，而且

还是圈子成员的精神领袖，而这也暗示了他对

弟子们的不放心。一战爆发，格奥尔格的众弟

子随社会潮流狂热欢呼战争，全然忘记了格奥

尔格赋予他们的拯救者的职责。于是，在另一

个紧要关头，格奥尔格动笔写作 《战争》，再

度阐述他的神圣战争观，融入了残酷的现实带

给他的冲击和思考。

二、格奥尔格在一战后期对
神圣战争观的深度表述

1917 年 6 月 1 日，格奥尔格写信给弟子

贡多尔夫，告知 《战争》已完成。当格奥尔

格在 7 月中旬得知其长期合作的出版社最快也

只能在五周后出版这首诗的单行本，他即刻以

另寻出版社相威胁，最后在 7 月底， 《战争》
以宣传小册子的形式发行。如此迫不及待、如

此大众化的发行形式，在格奥尔格还是头一

次，他希望更多的人尽快读到这首诗。
1917 年 4 月 6 日，美国向德国宣战，协

约国实力和士气大增，战局迅速向有利于协约

国一方发展，德国面临战败，讴歌战争的德国

各方面人士都哑口无言、偃旗息鼓，格奥尔格

却在这时打破沉默，创作 《战争》，这是他自

一战爆发后对外首开金口。对于这首诗，学界

一般有两类阐释: 一类是以格奥尔格在 《联

盟之星》里提出的 “神圣的战争”为切入点，

由于人们用惯常的思维理解格奥尔格的战争之

“神圣”，而 1917 年的战争在人们眼里再也无

法与“神圣”二字相联，这首 《战争》于是

被认为是格奥尔格在 “修正”自己的 “神圣

的战争”之说，格奥尔格三年的沉默也被认

为是他包藏心机以便做事后诸葛。瑏瑢另一类是

忽略 《战争》与 《联盟之星》之间的关联，

单独解读《战争》，认为格奥尔格把大战视为

“一次炼狱性的灾变”，瑏瑣在 《战争》中探讨了

“一次世界大战的准救世史意义”。瑏瑤这种阐释

虽然避免了 “神圣”二字的干扰，但还是延

续了一战之初德国知识分子的战争 “净化”
论思想，瑏瑥因此把格奥尔格的 《战争》 “庸常

化”了，模糊了格奥尔格对战争的独特理解。
从这两类阐释存在的问题来看，可以说解读

《战争》不能脱离格奥尔格在 《联盟之星》里

构想的神圣战争观。
神圣战争观在 《联盟之星》里是格奥尔

格的一种想象。随着大战爆发，想象与现实相

撞，他的认识更深刻，更有针对性。在 《战

争》的 第 三、四 节，他 把 自 己 隐 身 在 一 个

“先知” ( Seher) 背后，揭露战争真相，建构

他的救世方案。下面将以这两节为中心，探讨

他在三年战争之后对神圣战争观的深度表述。
这两节诗如下:

先知从来就得不到感恩; 只有讥讽

与乱石·当他危言警世———只有怒火与乱

石

当灾难降临。累累罪行

被众人视为必要与快乐·必须悔罪的

是被掩饰着的人向虫豸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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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与谋杀生命本身相比

谋杀数十万算什么? 他不能吹捧

本国的美德与他国的奸诈。
这里有哭诉的妇人·餍足的市民·
白胡子老人比对方的刀枪

更有罪恶于我们子孙的

呆滞的双眼与伤残的身体。

他的职责是歌颂与惩罚·祈祷与审判·
他爱着并恪尽职守。从珍爱的人中

他把最年轻的派出，祝福他们;

他们知道什么在驱动什么在护佑自己;

他们不为任何名义———不，只为自己。
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恐惧。暴力

他不认为是虚构。谁懂他的恳求:

“在尸体上挥舞大刀的你们·
要保护我们不去轻率地结束

并且不做最邪恶的事·不自相残杀!”
犯下此罪的部族要斩尽杀绝

如果他们的精英没有流亡。瑏瑦

1． 残酷而神圣的战争真相: 自作孽不可

活、发泄罪恶从而消除罪恶

战争不是无缘无故从天而降的。在 《联

盟之星》里，格奥尔格预言野心勃勃、妄图

称霸世界的德国人将自毁灭亡。此时，他将战

争置于历史视角下，认为德国之贪得无厌，正

是德国飞速发展现代化所导致的恶果。在第三

节里，他把德国现代化过程描写为 “累累罪

行” ( angehufte frevel) 的 “人向虫豸的堕

落” ( Abfall von Mensch zu Larve) ，是 “谋杀

生命本身”。
所谓“累累罪行”是指德国人在经济繁

荣的日子里当作 “必要”与 “快乐”去追逐

享受的堕落过程，具体指向近代德国统一以后

的工业、经济、文明日新月异的发展。格奥尔

格用夸张的笔法耸人听闻地指出，虽然敌国的

刀枪摧残了我们的子孙，但罪魁祸首其实是我

们自己，是 “哭诉的妇人·餍足的市民·白

胡子老人”。这个描写非常巧妙，用的都是定

冠词，表示某类人，其中包含了对战争负有责

任的两代人: 如果把白胡子老人算作 65 岁，

那他们在德国统一 ( 1871) 时恰好是 20 岁左

右，是德国统一后成长起来的最早的一代人;

哭诉的妇人暗指为上战场的丈夫或儿子哭泣的

妇女，她们和上战场的丈夫应该是中年人，即

德国统一时刚出生、威廉二世亲政 ( 1888 )

后成长起来的中年一代 ( 45 岁左右) 。这两代

人要为战争负责，对此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他们

把自己的后代———威廉二世亲政后出生、一战

爆发时 25 岁左右的年轻一代———送上战争充当

炮灰。这个老中青三代人是德国统一 ( 1871)

到一战爆发 ( 1914 ) 的那段历史的见 证 人。
位于“哭诉的妇人”与 “白胡子老人”这两

个指称中间的“餍足的市民”，则界定了他们

的阶级特征和经济特征，说明了现代工业化发

展所导致的人的堕落。
现代化发展在格奥尔格看来，追求物质与

放逐精神如影随形。积两代人的罪恶，人堕落

成虫豸。对于人的这种异化，卡夫卡在 1912
年创作的 《变形记》中有深刻的描写，虽然

都是人变成虫，但格奥尔格的批评更尖锐。卡

夫卡用人变甲虫的故事，揭示了人在现代工业

文明中的异化、孤独、恐惧等悲剧命运，而格

奥尔格更强调了人异化之后的动物本能: 低贱

与残暴。战场上的他们，不再是英勇牺牲，而

是毫无尊严地丧失性命，如 “害虫”在战壕

里爬来爬去，或者不堪一击地倒地身亡 “成

肉酱”; 不再是奋勇拼 杀，而 是 卑 鄙 残 暴 的

“谋杀”; 不再有对生命的起码的尊重，反而

“在尸体上挥舞大刀”，丧尽天良地凌辱尸体。
如此的低贱与残暴正是堕落成虫豸的人的罪恶

之表现，更说明他们难逃一死。在格奥尔格看

来，战争的根源是人自己，真正是自作孽不可

活，任何外部事件都只是导火索; 战争是动物

本能的发泄，战争中的流血死亡因此就是消除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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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所谓的英雄主义以及保卫德国文化都是

对战争的虚假美化。这就是格奥尔格揭露的战

争真 相，战 争 就 是 要 除 恶 务 尽。这 与 他 在

《联盟之星》里提出的“神圣的战争”之说的

含义相一致。
与批评人堕落为虫豸相吻合，格奥尔格

在第三节两次连用 “谋杀” ( mord) 这个词。
据韦特海默尔研究，当时数不胜数的战争诗

中从未出现过这个词，瑏瑧大家都竞相歌颂战场

上的勇士奋勇杀敌、英勇牺牲，可格奥尔格

却把战场上的死亡称为 “谋杀”。同时，他

还把世人的贪婪欲望和追求享乐的现代生活

称为 “谋 杀 生 命 本 身” ( mord am Leben
selbst) ，表示 人 的 生 命 之 根 被 彻 底 毁 坏 了，

唯留 低 贱 残 暴 的 动 物 本 能。如 此 无 情 的 判

决，不给人留下一丝一毫的悔改余地。战争

总是暴 力 的，但 在 第 四 节 里，格 奥 尔 格 把

“Gewalten” ( 暴力) 与 “Blut” ( 血) 的第一

个字母都大写，既暗示了这两个词的重要，

也暗示了它们之间的关联。血是生命之本，

但现在却只有低贱残暴的动物本能在翻腾，

暴力不再是徒有虚名，流血死亡既是暴力，

更是发泄暴力、消除罪恶。
格奥尔格对国人积极参与并流血牺牲的战

争作出如此 “悖逆”的评判，为避免触犯众

怒，格奥尔格把揭露战争真相的咒语转给一位

“先知”来 承 担， 尤 其 是 两 个 最 犀 利 的 词

“mord”与 “Gewalten”出现的时候，主语人

称代 词 都 用 字 母 全 部 大 写 的 “IHM”与

“IHN” ( “他”，译文里用黑体表示) 突出那

是先知的想法，强调了那些话的真实性和权威

性。格奥尔格的这一艺术手法与他在 《联盟

之星》里表述神圣战争观时的手法类似。在

那里，战争其实是他自己的预言，拯救者是他

和他的弟子们，但他却把毁灭和拯救都归于神

的授意，也很巧妙地把自己当成了神赋使命的

诗人和先知。既然自称先知，怎么可能随俗浮

沉? 所以，从这相似的艺术手法也可以看出，

从《联盟之星》到《战争》，格奥尔格一直坚

持自己对战争的看法，不存在什么 “背叛”
与“修正”。

2． 独特而神圣的救世方式: 两代，三类

人，灭亡、献身、孕育与新生

积两代人努力推动现代化之 “功”，他们

的后代竟成了 “虫豸”，没有了人的尊严，只

剩下低贱而残暴的动物本能; 两代人的罪恶就

需要用“子孙” ( shn und enkel) 两代的伤残

来还。格奥尔格的救世方案有其自身的艺术逻

辑。这里的 “子孙”不是对 “白胡子老人”
而言，而是对 “先知”所代表的 “我们”而

言。格奥尔格借先知之口说出战争真相，所以

“我们”中就包含了格奥尔格，格奥尔格与诗

中的“哭诉的妇人”是同代人，那么， “子

孙”就是指那时上战场的年轻一代以及他们

的刚出生或还未出生的下一代。格奥尔格如此

预言这两代人的伤残，似在暗示: 一次战争无

法除尽人的罪恶，还会发生第二次战争。第四

节“先知”的恳求里也出现了 “我们”，与残

暴的 “你 们”相 对，联 系 其 后 提 到 的 “部

族”，这个“我们”大概指德意志民族，格奥

尔格显然把自己当成了德意志民族的代言人。
他区分了“我们”与“你们”，也就区分了德

意志民族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尽管两者本身是

两回事，但第二帝国的罪恶可能会让德意志民

族不幸蒙难，所以格奥尔格就借先知之口恳求

“你们”以死谢罪，请求里充满了悲痛: 战争

引爆了恶毒的嗜血本能，所以 “你们”一定

要把战争进行到底，把低贱残暴的动物本能在

战场上彻底发泄出来，以免战后更加恶毒地去

屠杀同类而导致德意志民族灭绝。这种对人类

劣根性的批判已经含有某种恶毒的诅咒了，同

时也隐含了对第二次大战的不详预感。但是，

子孙身心俱残，如何还能培育出健全的后代?

德意志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在哪里? 这就构成了

格奥尔格“歌颂”、“祈祷”、“爱着并恪尽职

守”的主要内容，这是预言灾难的先知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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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命。
在第 四 节 里，格 奥 尔 格 提 到 了 三 类 人:

“在尸体上挥舞大刀的你们”是第一类，指的

是哭诉的妇人所哭诉的丈夫或儿子，即当时的

中年一代和青年一代，他们是参与战争的主

体; 第二类人是先知所珍爱的年轻人; 第三类

人是民族精英。这三类人构成了格奥尔格的救

世方案的基本构架: 第一类人必须彻底消亡，

因为恶必须灭绝，但他们 “谋杀生命本身”
的罪孽太深重，还需要第二类人上战场以死赎

罪，如此，第三类人才能拯救这个民族。与

《联盟之星》里的构想相比，此时多了第二类

人的加入，整个意象变得非常复杂含混。先说

第二类人。涉世未深的他们满脑子是英雄主义

和理想主义，“先知”因此祝福他们，但 “先

知”又感到深深的恐惧，因为他知道战争的

暴力会吞噬他们，不过他还是给这些年轻的生

命赋予了另一种神圣的意义。在第五节，格奥

尔格对比性地描写了这些年轻人和第一类人在

战场上的表现: 第一类人低贱，贪生怕死，活

着如害虫，死了成肉酱; 年轻人却英勇无畏，

他们的牺牲高贵而神圣:

．．． Heilig sind nur die sfte
Noch makelfrei versprizt—ein ganzer strom．

……神圣的唯有汁液

还在完美无瑕地喷洒———汇流成河。

格奥尔格的神圣战争观里的关键词 “heilig”
又出现了，且 在 这 首 《战 争》里 仅 此 一 次。
此时 “heilig”虽不是直接描写战争，但所描

写的战场上的牺牲从另一层面说明了战争的神

圣意义。这些年轻人的血液圣洁，未被罪恶的

现代 化 发 展 所 玷 污，令 人 想 起 格 奥 尔 格 在

《金色战船》中所描写的年轻弟子和那些青少

年。格奥尔格描写他们的牺牲是神圣的，这是

因为: 他们用纯洁的血液洗去战争中污秽的嗜

杀本能的血液，即以血涤恶，这也是在消除罪

恶; 他们的流血牺牲也是在为德意志民族赎

罪。1919 年 6 月格奥尔格写了一首短诗，名

为《致死者》，纪念在战争中死去的弟子，称

他们是 “英雄”，相信德意志民族一旦复兴，

他们将 “归来”，因为民族复兴有他们的功

劳。三年大战让格奥尔格对战争的认识更入木

三分。在他看来，战争的暴力与罪恶是人堕落

为虫豸的种种表现，他批判战争的暴力与罪

恶，其实是在批判人的堕落; 战争毁灭那些虫

豸们，也就是在消除罪恶; 虽然战争也会毁灭

最优秀、最纯洁的年轻人，但他们的流血牺牲

有助于民族获得新生。在这层意义上，格奥尔

格确实认为战争是改变民族命运的一次机会，

由此也可以理解人们在一战之初对他的 “神

圣的战争”的追棒。
在第九节，格奥尔格认为一次战争之后不

会出现和平，还会有更大的屠杀，此时死亡的

将是他在第三节里预言的赎罪 “子孙”中的

孙子辈:

．．． müsst wieder
Ihr waten bis zum knchel bis zum knie
Im most des grossen Keltrers．．． doch dann

schoss
Ein nachwuchs auf·

……你们又必须

蹚在巨大榨汁机的果汁里

直到果汁漫过脚踝漫过膝盖; 然后

冒出一个后生·

战争成了机器，人成了物质，战场上的屠杀成

了现代工厂的延伸，格奥尔格用这个拟物描写

说出了现代性发展的一种可能。这是他对第二

次战争的预言，不幸在二战中得以证实，瑏瑨 令

人毛骨悚然。血漫过膝盖，大屠杀才会结束，

才会 出 现 转 机。格 奥 尔 格 用 了 “膝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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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ie) 这个词，含义丰富: 1． 表示屠杀之惨

烈; 2． 联想到 1970 年 12 月 7 日时任联邦德国

总理的勃兰特在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前的下

跪，可能还暗示将来要下跪谢罪; 3． 预示新

生命的诞生。古代神话中常有一些奇特的生育

方式，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生自宙斯的头

颅，狄奥尼索斯出自宙斯的大腿，而在印度－
日耳曼人、哈米特人以及一些原始民族中，则

有膝盖生育的说法。膝盖与生育的关系，有词

源学上的依据。拉丁语中，“genu” ( 膝盖) 、
“genus cognoscere” ( 识别出身或家族) 、“na-
sci” ( 生育) 之间有内在关联; 希腊语中，

“gony” ( 膝盖) 与 “gonos” ( 家族、出身、
生产、生育等) 、“genesis” ( 诞生、起源、后

代等) 具有相同的词根。瑏瑩综合 “膝盖”的这

些寓意，以上这几行诗可以理解为: 当低贱与

残暴的动物本能都发泄出来，第二类人的牺牲

也足以赎罪，那两代人四十多年积累的罪恶才

可能消除，人之为人的生命之根才有新的萌芽

之可能，所以紧跟着的后一句写的是: 新人将

一跃而起。格奥尔格所用的名词 “nachwuchs”
与动词“aufschiessen”，都突出了 “生长”之

意，暗含了一种生命隐喻。这就与第三类人

有关。
现在来讨论格奥尔格所描写的第三类人:

精英。只有民族精英才能拯救这个堕落的民

族，但在战争中，他们的作用也必定有限，于

是出现了 “流亡”的意象。第四节最后两行

的意思是: 如果没有这些精英们以流亡的方式

保存民族之精魂，这个罪恶的民族就真要灭绝

了。这个 “流亡”的意象，格奥尔格一直没

有展开，直到第八节才有了呼应:

Und was schwillt auf als geist! Solch zart
gewchs

Hat fernab sein entstehn．．．

什么会膨胀成精神! 如此纤柔的植物

诞生在远方……

“fernab” ( 远离) 恰与“流亡”呼应，这就把

“纤柔的植物”之诞生与精英的流亡联接起来

了。格奥尔格把精神比喻成植物 ( gewchs) ，

与描写新人所用的 “nachwuchs”呼应，暗示

新精神将会培育出一代新人。格奥尔格认为现

代化毁灭了人的生命之根，他的这些用词因此

都着眼于生命的生长。 “zart” ( 纤柔) 与

“aufschwellen” ( 膨胀) 相对，表示新精神需

要小心呵护和培育，不能靠自吹自擂，格奥尔

格是在讽刺那些为战争唱赞歌、鼓吹战争会让

德意志精神获得新生的德国知识分子。
不过，格奥尔格笔下的这个 “流亡”意

象不是普通的含义，而是与他在 《金色战船》
中所描写的乘“金色战船”逃离的意象一致。
新版 《格奥尔格全集》的编注者、格奥尔格

档案馆前馆长厄尔曼在解释这两个意象时提到

了贺拉斯的《长短句集》 ( Epoden) 中的第 16
首。瑐瑠格奥尔格对贺拉斯的作品熟稔于心，他

在《联盟之星》中创造的乘 “金色战船”逃

离的意象可能受到了贺拉斯的启发，但此时

《战争》中的这个“流亡”意象则应该是沿着

“金色战船”的意象一路而来。 《战争》与

《联盟之星》的内在关联非常紧密，不可忽

视。贺拉斯的那首诗叫 《致罗马人》，描写的

是: 经过两代人的内战，罗马如今满目疮痍，

民不聊生，诗人告诉罗马人，活下去的唯一出

路是离开罗马，去寻找朱庇特为虔敬者准备的

乐园，他自信地宣称: “以我为先知”，虔敬

者才能远离悲愁黑暗的时代。瑐瑡贺拉斯让那些

出走的人发誓永远不回罗马，暗示他的乐园是

与现实对立的一个精神乌托邦，确切地说，他

的乐园就是他的诗: “虔敬者与优秀者只能逃

到———诗歌中去……并不是说诗人引领他们到

那个福岛，仿佛诗人在这首诗之外还有另一项

任务。不，虔诚者逃离黑铁时代的出路，是诗

人贺拉斯给予的，在这首诗里，用这首诗。”瑐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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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自古就有 “象牙塔”之称，现实家

园失落后，精神家园将会是一个民族重整旗鼓

的理想之地。格奥尔格描写德意志民族精英的

逃离与流亡，也是在现实家园失落后守住一个

精神家园。
这首 《战争》有 12 节，每节 12 行，总

共 144 行，格奥尔格选用这个结构，受到了

《新约·启示录》里所描写的圣城耶路撒冷建

构的启发，瑐瑣暗示了复兴的希望。因此，这首

诗的显文本虽然充斥着对罪恶和暴力的描写和

批判，但其隐形文本里却隐藏了格奥尔格的救

世方案。

三、格奥尔格的神圣
战争观的乌托邦性

格奥尔格借用大洪水和诺亚方舟的神话，

把毁灭与拯救都归于神的授意，把战争以及他

和弟 子 们 用 诗 歌 创 造 新 生 活 都 称 为 “神 圣

的”，这暗示了他的神圣战争观具有一种乌托

邦性。
乌托邦性首先表现为格奥尔格贬低物质文

明、褒扬精神文化以及用文化对抗文明的思

想。在《战争》里，他把德国现代化发展的

成果归结为培养了 “餍足的市民” ( der satte
bürger) 这一类人。 “市民”是随着工业革命

出现在城市里的一个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

高举“自由、平等、知识以及劳动光荣”的

旗帜与贵族对立。位于中欧的德国虽然现代化

进程相对迟缓，但由于重视文化与教育，德国

的市民阶级因此是一个既拥有财富又以文化自

豪的精英阶层，可是从 19 世纪开始，德国的

市民阶级就不断受到攻击。先有德国浪漫派和

波希米亚艺术家对市民阶级的讽刺和批判，称

其为小市民或市侩，这是文化与文明相对立的

理念的一种表现; 后是 1848 年至 1849 年民主

革命的失败，让人认识了德国市民阶级的本

质，“市民”成为 “保守、软弱、缺乏革命性

的化身”。瑐瑤到了格奥尔格这里，德国的市民阶

级完全成为德国现代文明的制造者和享乐者，

格奥尔格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市民”在他

眼里是“集现代的所有错误进程———经济化、
机械化以及大众名义下的生活状况的抽象化

———于一身的社会典型”。瑐瑥格奥尔格对德国的

现代化发展和市民阶级的全盘否定和批判，继

承了德国知识分子把文化与文明对立、把文化

看成高于文明的思想传统。瑐瑦格奥尔格是一个

诗人，希望用诗歌去创造新生活，因此，在他

批判现代性的背后，有他自己的这种独特理想

作为支撑，或者说，他对现代性的全盘否定是

为了彰显他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只有诗人才

能创造美好的新生活。格奥尔格对诗歌无比尊

崇，对围绕在他身边的圈子成员竭力吹捧，这

种“唯我独尊”的态度在他对 《九十三人宣

言》的批评中表露无遗。
1914 年 10 月 4 日，由 93 位德奥知名人士

签名的臭名昭著的 《告文明世界书》 ( 又称

《九十三人宣言》 ) 刊登在德国各大报纸上。
12 日，格奥尔格从柏林写信给弟子贡多尔夫，

谈到这个宣言:

我十分赞赏让我们今天的民众气吞山河的

这一切———可是，孩子啊，你也亲眼看见

了，如 今 的 “智 士”表 现 得 多 么 愚 蠢，

多么不够格———教授们真该打耳光! 一小

拨人凌驾于一亿人之上以法官自居，初看

狂妄 ( 其实一直如此! ) ———但是，现在

啊，我的孩子! 还有什么像战争与罪行那

样真实和赤裸裸? 我要人们从一亿人中指

出一个深中肯綮的、智慧的声音，随便哪

个阵营: 一个也没有! 如今人们要在这混

乱中听见一个冷静的、智慧的、说真话的

声音———那它 就 来 自 这 群 人! ! ! 就 是 这

样! 瑐瑧

《九十三人宣言》为威廉二世辩护，颠倒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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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格奥尔格因此称签名者愚蠢，不配做知识

分子。清理了这拨人，格奥尔格接着以法官自

居，对圈外的人一概否决，无论哪个阵营，都

是昏庸无能之辈，只有自己圈子能出一两个智

者。格奥尔格如此毅然决然地排斥他人，目的

只有一个: 无限地抬高自己人，以激发他们的

自豪感和使命感。圈子成员是格奥尔格培养的

德意志民族的拯救者，他在 9 月 19 日给贡多

尔夫的信中就说: “战争过后，让你兴奋的一

切，都会化为泡影，如果你们不在那里，还有

谁会做会说必要的事?”瑐瑨

格奥尔格越贬斥他所批判的人或事，就

越颂扬他所赞美的人或事; 越贬斥前者，后

者就显得越神圣; 现实越恶劣，诗歌就显得

越神圣。但这两极之间如何沟通? 可以注意

到，格奥尔格描写诗人乘 “金色战船”所用

的是 “逃离” ( flüchten) ，描写精英所用的

是 “流亡” ( zum banne gehen) ，被他视为榜

样的贺拉斯在 《致罗马人》中描写优秀者所

用的也是 “逃离” ( fuga) ，这些意象表明:

在乱世中，格奥尔格和贺拉斯都选择退回象

牙塔，他们创造一个精神空间去对抗和批判

黑暗的现实，美的新生活只存在于他们的诗

歌中，这又体现了格奥尔格的神圣战争观的

乌托邦性。
德国知识分子在一战中大肆讴歌战争，声

名狼藉，如何认识他们当时的那种态度及其背

后复杂的思想根源，是一个大题目，对从事德

语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来说，更是令人生畏的

难题。最近才见一些零星研究问世，如黄燎宇

剖析德国知识分子主战心态的文章 《谁是野

蛮人?》，《九十三人宣言》在 2016 年也刚由

他完整翻译发表并加以简要述评，瑐瑩 托马斯·
曼在一战中的政治思想，也开始有人在着手研

究。瑑瑠本文研究格奥尔格的神圣战争观，可以

为认识那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提供一个别样的

视角。

注释:
① Jürgen Egyptien， “Die Haltung Georges und des George-

Kreises zum 1． Weltkrieg”， Stefan George: Werk und

Wirkung seit dem “Siebenten Ｒing”，hrsg． von Wolfgang

Braungart， Ute Oelmann und Bernhard Bschenstein

( Tübingen: Niemeyer，2001) ，S． 197．

② Peter Sprengel，“‘Die Jugend ruft die Gtter auf．’Stefan

Georges Gedicht‘Der Krieg’ und das Kriegserlebnis der

nchsten Generation ( Otto Braun ) ”，George-Jahrbuch 11

( 2016 /2017) ，S． 206，205．

③ 黄燎宇: 《谁是野蛮人?》，载《读书》2016 年第 1 期，

51 页。

④ SW 8，31 页。本文引用的格奥尔格的诗文及相关注释均

出 自 Stefan George， Smtliche Werke， in 18 Bnden，

bearbeitet von Georg Peter Landmann und Ute Oelmann

( Stuttgart: Klett-Cotta 1982ff．) 。此处缩写表示: 《格奥尔

格全集》第八卷，31 页，以后注释照此类推。

⑤ SW 8，S． 134．

⑥ “heilig”，Deutsches Wrterbuch von Jacob und Wilhelm

Grimm，Bd． 10，Sp. 828．

⑦ SW 8，S． 28．

⑧ Ernst Ｒobert Curtius，Europ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 Bern: Francke，1954) ，S． 138．

⑨ SW 17，S． 70．

瑏瑠 1886 年格奥尔格写了一个田园风格的剧本《马努埃尔》

( Manuel) ，“按照前歌德的田园诗形式，很幼稚地描绘

了最单纯最原始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 SW 18，S． 5) ，

但两年后他就把这个剧本改写成了一个天赋使命的王子

用新精神领导弟子变革社会的故事，预示了他自己后来

的道路。

瑏瑡 参见曹卫东主编: 《德国青年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13－72 页。

瑏瑢 Daniela Gretz， “Allerlei Krieg． Der George － Kreis，das

‘Jahr-buch für die geistige Bewegung’und der Erste Krieg”，

George-Jahrbuch 11 ( 2016 /2017 ) ，190 页。此作者认为，

格奥尔格在一战之初让弟子们代言，让人们把他当成先

知; 后来战局变化，德国面临战败，格奥尔格于是亲自

出马，在《战争》中说自己早就洞若观火，暗示先前弟

子们的话以及人们对他的理解是错误的，又把自己当成

先知。

瑏瑣 Jürgen Egyptien， “Die Haltung Georges und des George-

Kreises zum 1． Weltkrieg”，S． 212．

瑏瑤 Helmut Kiesel， “Stefan Georges Kriegstriptychon． ber die

Gedichte‘Der Krieg’，‘Der Dichter in Zeiten der Wir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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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em jungen Führer im ersten Weltkrieg’und‘Wenn einst

dies geschlecht sich gereinigt von schande’”，George-Jahr-

buch 11 ( 2016 /2017) ，S． 113．

瑏瑥 Jürgen Egyptien， “Die Haltung Georges und des George-

Kreises zum 1． Weltkrieg”，S． 199．

瑏瑦 SW 9，S． 23．

瑏瑧 Jürgen Wertheimer，Dialogisches Sprechen im Werk Stefan

Georges． Formen und Wandlungen ( München: Wilhelm Fink，

1978) ，S． 169．

瑏瑨 参见齐格蒙·鲍曼: 《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

华译，彭刚校，译林出版社 2011 年版，11 页: “奥斯维

辛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

品的是: 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

瑏瑩 Manfred Lurker，“Geburtsorgan”，Wrterbuch der Symbolik，

hrsg． von Manfred Lurker ( Stuttgart: Alfred Krner，1991) ，

S． 231．

瑐瑠 SW 8，S． 133; SW 9，S． 140．

瑐瑡 这首诗的中译文可参见贺拉斯: 《贺拉斯诗全集》 ( 拉中

对照详注本) ，李永毅译，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 年版，

385－391 页。

瑐瑢 Horaz，Oden und Epoden，Lateinisch und Deutsch，übersetzt

von Christian Friedrich Karl Herzlieb und Johann Peter Uz，

eingeleitet und bearbeitet von Walther Killy und Ernst A．

Schmidt ( Zürich und München: Artemis，1981) ，S． 13．

瑐瑣 SW 9，142 页。《启示录》 ( 21. 9—17) 中描写圣城耶路

撒冷的高墙上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还

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

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天使量城墙是 144 肘。

瑐瑤 关于“Bürger”这个词的含义变化，参见黄燎宇为托马

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 ( 傅惟慈译，译林出版社

2013 年版) 所写的“译序”，1－3 页。

瑐瑥 Ernst Osterkamp，Poesie der leeren Mitte． Stefan Georges

Neues Ｒeich ( München: Carl Hanser，2010) ，S． 31．

瑐瑦 参见杨宏芹: 《德意志文化传统中的斯特凡·格奥尔

格》，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8 年第 6 期。

瑐瑧 Stefan George － Friedrich Gundolf． Briefwechsel，hrsg． von

Ｒobert Boehringer mit Georg Peter Landmann ( München und

Düsseldorf: Helmut Küpper vormals Georg Bondi，1962 ) ，

266 页 以 下。黑 体 “一 个”在 原 文 中 是 “eine EINZ-

IGE”。

瑐瑨 Stefan George－Friedrich Gundolf． Briefwechsel，S． 260f．

瑐瑩 黄燎宇翻译的《告文明世界书》及述评《当纳雄耐尔的

歌声响彻德意志大地》，载《北大德国研究》第五卷，

黄燎宇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13－25 页。

瑑瑠 何雨露: 《唯美主义者的政治独白———论托马斯·曼在

一战中 的 政 治 思 想》，载 《北 大 德 国 研 究》第 五 卷，

182－198 页。

(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刘 锋

73

论斯特凡·格奥尔格的神圣战争观



Chinese critics．

On Stefan George’s Idea of the“Heilig”War
YANG Hongqin

The German poet Stefan George proposed the“heilig”war in his poetry collection Der Stern des
Bundes published on the ev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was always misunderstood as supporting the war．
By interpreting the two poems in Der Stern des Bundes and the long poem Der Krieg written in 1917，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eaning of George’s“heilig”war and argues that Stefan George prophesied at the
same time another“heilig”war of salvation that specifically means creating new life with poetry．

A Study on Henry James’s Vision of“A Single Art”
BAO Zhongming

As an important inheritor and practitioner of the long-standing European and American doctrines of
“a single art”，Henry James promotes the belief of the unity of art forms． The novelist，however，receives
insufficient critical attention in China． Nor is there enough research on his novels in this light． This paper
trac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Unitarian Sense of Art”，elaborates upon James’s extensive in-
heritance of the artistic tradition in his art criticism，biographies，travelogues，letters as well as fictional
theory，and investigates the constructive function“the idea of the unity of all art forms”performs in his
fictional practice，in an attempt to highlight the catalytic role the synaesthetic vision plays in initiating the
modernity of his fiction and the maturity of his entire art view．

Should Foreign Literature“Ｒestrain”Itself or“Edge Outward”?

ＲUAN Wei
In recent years，the gap between foreign literature and natural science and other more pragmatic aca-

demic disciplines has become wider and wider，thus making the former more and more marginalized． At
the same time，similar to other disciplines，its research approaches have been more and more confined to
a narrow conception of literature as fiction，poetry，drama，etc． Such disciplinary restraint or narrow－

mindedness is harmful． Foreign literature should“edge outward”，or expand to other immediately related
disciplines．

On the Circulation of Trojan Stories in the Middle Ages: Starting with Dante’s Divine Comedy
XIN Yamin

Many details in Dante’s Divine Comedy show that he knew the Trojan story in Greek mythology，but
because there was no Latin translation of Homer’s epics then，Dante’s knowledge of the story mainly
came from Ovid and Virgil． In addition，appearing in the late Ｒoman Empire，two pseudo-books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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