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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新论

斯特凡·格奥尔格的“天鹅之歌”

杨宏芹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格奥尔格的“天鹅之歌”是指《你纤柔纯洁像一束火焰》。 这首赞歌先被格奥尔格在 １９１９ 年底刊登于《艺术之页》终刊

的最后一页，后被他在 １９２８ 年底编为全集的最后一首以彰显其志：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崩溃之时以及希特勒上台的前夜，格奥

尔格深感绝望，他在这首赞歌里歌颂诗与美，创造了一个完美的新世界去对抗和批判黑暗的现实。

关键词：斯特凡·格奥尔格；伯恩哈德·乌克斯库尔；格奥尔格圈子 ；《艺术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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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ｕ ｓｃｈｌａｎｋ ｕｎｄ ｒｅｉｎ ｗｉｅ ｅｉｎｅ ｆｌａｍｍｅ
Ｄｕ ｗｉｅ ｄｅｒ ｍｏｒｇｅｎ ｚａｒｔ ｕｎｄ ｌｉｃｈｔ
Ｄｕ ｂｌüｈｅｎｄ ｒｅｉｓ ｖｏｍ ｅｄｌｅｎ ｓｔａｍｍｅ
Ｄｕ ｗｉｅ ｅｉｎ ｑｕｅｌｌ ｇｅｈｅｉｍ ｕｎｄ ｓｃｈｌｉｃｈｔ

Ｂｅｇｌｅｉｔｅｓｔ ｍｉｃｈ ａｕｆ ｓｏｎｎｉｇｅｎ ｍａｔｔｅｎ
Ｕｍｓｃｈａｕｅｒｓｔ ｍｉｃｈ ｉｍ ａｂｅｎｄｒａｕｃｈ
Ｅｒｌｅｕｃｈｔｅｓｔ ｍｅｉｎｅｎ ｗｅｇ ｉｍ ｓｃｈａｔｔｅｎ
Ｄｕ ｋüｈｌｅｒ ｗｉｎｄ ｄｕ ｈｅｉｓｓｅｒ ｈａｕｃｈ

Ｄｕ ｂｉｓｔ ｍｅｉｎ ｗｕｎｓｃｈ ｕｎｄ ｍｅｉｎ ｇｅｄａｎｋｅ
Ｉｃｈ ａｔｍｅ ｄｉｃｈ ｍｉｔ ｊｅｄｅｒ ｌｕｆｔ
Ｉｃｈ ｓｃｈｌüｒｆｅ ｄｉｃｈ ｍｉｔ ｊｅｄｅｍ ｔｒａｎｋｅ
Ｉｃｈ ｋüｓｓｅ ｄｉｃｈ ｍｉｔ ｊｅｄｅｍ ｄｕｆｔ

Ｄｕ ｂｌüｈｅｎｄ ｒｅｉｓ ｖｏｍ ｅｄｌｅｎ ｓｔａｍｍｅ
Ｄｕ ｗｉｅ ｅｉｎ ｑｕｅｌｌ ｇｅｈｅｉｍ ｕｎｄ ｓｃｈｌｉｃｈｔ
Ｄｕ ｓｃｈｌａｎｋ ｕｎｄ ｒｅｉｎ ｗｉｅ ｅｉｎｅ ｆｌａｍｍｅ
Ｄｕ ｗｉｅ ｄｅｒ ｍｏｒｇｅｎ ｚａｒｔ ｕｎｄ ｌｉｃｈｔ．

你纤柔纯洁像一束火焰

你像清晨柔美光华

你独秀一枝于名苑

你像一汪清泉幽秘朴雅

陪伴我在阳光草地上面

震惊我在黄昏烟雾之中

照亮我的路在黑暗里边

你清风习习你暖意融融

你是我的愿望我的思想

我呼吸你用每一口空气

我啜饮你用每一口琼浆

我亲吻你阵阵馨香馥郁

你独秀一枝于名苑

你像一汪清泉幽秘朴雅

你纤柔纯洁像一束火焰

你像清晨柔美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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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是格奥尔格在 １９１８ 年 ７ 月底创作的，
起因是 １９ 岁的伯恩哈德·乌克斯库尔（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Ｕｘｋｕｌｌ １８９９－１９１８）的自杀。 一年后，格奥尔格把

这首诗刊登在《艺术之页》终刊的最后一页，用它

结束了自己创办 ２７ 年的这份杂志；十年后，他把

这首诗编为自己的最后一部诗集《新王国》的最后

一首，作为自己一生创作的终曲。 如此安排，足见

格奥尔格把这首诗当成了自己的“天鹅之歌”。 格

奥尔格的这两次编排，呈现了这首诗在两个层

面———之于他自己与之于格奥尔格圈子———的意

义。 下面对它的分析，将按上述时间点逆向进行，
毕竟它的最终位置是以格奥尔格的最后编排为

准。

一、１９２８ 年底格奥尔格创作全集终卷中的这首诗

格奥尔格一向重视组诗或诗集的内部结构编

排，他把这首诗作为自己最后一部诗集的压轴之

作，让格奥尔格研究专家博申施泰因深感其重要

性：“这个位置表示，这首诗如同格奥尔格创作的

一个总和，应该受到重视。”①博申施泰因所说的

“总和”，是就格奥尔格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关

系而言，他具体分析了格奥尔格的这首诗与法国

诗人维勒—格里芬（Ｆｒａｎｃｉｓ Ｖｉｅｌé－Ｇｒｉｆｆｉｎ）的诗《你
是如此耀眼的金发女郎》 （ Ｖｏｕｓ ｓｉ ｃｌａｉｒｅ ｅｔ ｓｉ
ｂｌｏｎｄｅ ｅｔ ｓｉ ｆｅｍｍｅ）之间的异同。 维勒—格里芬是

法国自由诗的积极拥护者与创作者，当格奥尔格

在 １８８９ 年首次去巴黎时，维勒—格里芬已经出版

诗集《欢乐》 （Ｊｏｉｅｓ），而格奥尔格还在摸索学步阶

段。 除了与法国诗人交友学艺外，格奥尔格的另

一种学习方式是抄写诗歌。 现存的一个资料显

示，他当时在大约 ３６５ 页稿纸上抄写了 ２４ 个诗人

的总共 ２５８ 首诗歌。② 维勒—格里芬的诗也在他

抄写之列，但仅有这首《你是如此耀眼的金发女

郎》。 这是一首自由诗，描写一对男女的对答，他
们互相赞美，男人赞美女人漂亮如“火焰般苗条”
（ｕｎｅ ｆｌａｍｍｅ ／ Ｅｔ ｓｖｅｌｔｅ），女人夸赞男人是自己的唯

一“你是目标、道路、结局” （Ｖｏｕｓ ｓｅｕｌ ｂｕｔ， ｓｅｕｌｅ
ｖｏｉｅ， ｓｅｕｌｅ ｆｉｎ）、“你是我的诗、我的渴、我的饿”
（Ｖｏｕｓ ｍｏｎ ｐｏèｍｅ ｅｔ ｍａ ｓｏｉｆ ｅｔ ｍａ ｆａｉｍ）。 这些优

美意象以及精彩的表现手法如省略动词、重复人

称代词，在博申施泰因看来，被格奥尔格汲取，而
维勒—格里芬的粗疏之处如意象随意并置、诗句

自由不押韵以及陈词滥调，则被格奥尔格抛弃，代

之以他自己的讲究的结构与语言，而且，格奥尔格

将他人所长完美地熔铸于自己所长，以致这首诗

的“形式产生了内容”。③ 格奥尔格的诗一向形式

精致且富有象征性，他在 １８９０ 年出版的处女作

《颂歌》，不仅每一首都是分节押韵的格律诗，整部

诗集还有开篇与终曲的大结构，完全不是克洛卜

施托克所开创的、狂飙突进时期的歌德所完善的

德语自由体颂歌。 格奥尔格对诗歌形式的这种追

求，与他 １８８９ 年到巴黎时法国诗人的追求也正好

相反。 那时，年轻的法国诗人们在兰波、魏尔伦、
马拉美等前辈大师反对过分追求诗歌形式乃至使

形式变得生硬的帕尔纳斯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越写越自由，如维勒—格里芬，用词凡俗，热衷单

个诗句的悦耳动听却全然不顾整体性地将它们并

置在一起。④ 格奥尔格反其道而行之，重新从帕尔

纳斯派吸取诗歌形式上的创作技巧。 他的这一初

心一生未变，所以博申施泰因看重这首诗，认为格

奥尔格在创作生涯的最后用这首诗歌总结了自己

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情谊。
其实，格奥尔格早在 １８９３ 年就知道自己与法

国象征主义诗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

也”，似乎没有必要在功成名就的时候以这种方式

彰显自己，引人回想起他的“青葱岁月”。 不过，博
申施泰因揭示出格奥尔格的这首诗与法国诗人的

诗之间的关联却很重要。 在此基础上，新编《格奥

①

②

③

④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Ｂöｓｃｈｅｎｓｔｅｉｎ， “ Ｗｉｒｋｕｎｇ ｄｅｓ ｆｒａｎｚöｓｉｓｃｈｅｎ 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ｕｓ
ａｕｆ 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Ｌｙｒｉｋ ｄｅｒ 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ｗｅｎｄｅ”， ｉｎ： Ｄｅｒｓ．， Ｓｔｕｄｉｅｎ
ｚｕｒ Ｄｉｃｈｔｕｎｇ ｄｅｓ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ｎ， Ｚüｒｉｃ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ｓ １９６８， Ｓ． １２７ － １４９，
ｈｉｅｒ ｐｐ． １３１．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ｅｈｒｉｎｇｅｒ， Ｍｅｉｎ Ｂｉｌｄ ｖｏｎ Ｓｔｅｆａｎ Ｇｅｏｒｇｅ， ２． ｅｒｇäｎｚｔｅ Ａｕ⁃
ｆｌａｇｅ， Ｄüｓｓｅｌｄｏｒｆ ｕｎｄ Ｍüｎｃｈｅｎ： Ｈｅｌｍｕｔ Ｋüｐｐｅｒ ｖｏｒｍａｌｓ Ｇｅｏｒｇ Ｂｏｎ⁃
ｄｉ １９６７， Ｓ． ２０９－２１６． ２４ 个诗人中，除三个英国诗人（道森、罗斯

金、斯温伯恩）、西班牙诗人 Ｒａｍóｎ ｄｅ Ｃａｍｐｏａｍｏｒ ｙ Ｃａｍｐｏｏｓｏｒｉｏ、
意大利诗人邓南遮、比利时诗人梅特林克和维尔哈伦以及公元 ５
世纪诗人 Ｎｏｎｎｏｓ 外，其余 １６ 个都是法国诗人；抄写数量位居前

列的都是法国诗人：魏尔伦 （ ９０ 首）、居斯塔夫·康 （ Ｇｕｓｔａｖｅ
Ｋａｈｎ）（ ２７ 首）、雷尼埃 （ Ｈｅｎｒｉ ｄｅ Ｒéｇｎｉｅｒ） （ ２１ 首）、兰波 （ １７
首）、马拉美（１５ 首，《牧神的午后》抄写了两遍）。 波德莱尔只有

１ 首，但从那时开始，格奥尔格就着手翻译《恶之花》，历经 １０
年，从 １５１ 首中选译了 １１８ 首。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Ｂöｓｃｈｅｎｓｔｅｉｎ， “ Ｗｉｒｋｕｎｇ ｄｅｓ ｆｒａｎｚöｓｉｓｃｈｅｎ 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ｕｓ
ａｕｆ 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Ｌｙｒｉｋ ｄｅｒ 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ｗｅｎｄｅ”， ｐｐ． １３１－１３４，引文

见 Ｓ． １３１。
对维勒—格里芬及其同代法国年轻诗人在追求自由诗上显现出

来的不足，详见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Ｂöｓｃｈｅｎｓｔｅｉｎ， “Ｗｉｒｋｕｎｇ ｄｅｓ ｆｒａｎｚö ｓｉｓｃｈ⁃
ｅｎ 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ｕｓ ａｕｆ 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Ｌｙｒｉｋ ｄｅｒ 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ｗｅｎｄｅ”， ｐｐ．
１２９－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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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格全集》的编注者厄尔曼赋予了这首诗更深刻

的意义：由于格奥尔格的最后这首赞歌可以联系

到他创作之初的追求，那么可以说格奥尔格一生

都在赞美；格奥尔格说过“诗是赞美”，那么，他用

这首赞歌总结自己的一生，既是赞美自己一生所

从事的诗歌创作，也是对创作与诗歌本身的赞

美。 ［１］（Ｐ．１１８）在这个意义上，格奥尔格可以说是

“卒章显志”。 但这首赞歌何以能承载如此重要的

意义？ 厄尔曼为我们打开了这扇门，但其内里堂

奥还有待去细细探究。 博申施泰因也没有详细分

析这首赞歌，他的着重点是比较它与那首法语诗

的异同，但他眼光敏锐，在比较中看出这首赞歌的

“形式产生了内容”。 厄尔曼的观点也是对这一论

断的发挥，因为正是这首赞歌的形式，才使它跨越

了格奥尔格近 ４０ 年的创作生涯回到其创作起点，
这才赋予了它之为终曲的意义，这是一方面。 另

一方面，作为一首完整的诗，它也自有其之为终曲

的意义。 下面将分析这首赞歌，探究其“形式”如
何产生了“内容”。

这首赞歌首先给人的印象是中间两节成一种

镜像关系：第二节头三行的句式一模一样，都是谓

语＋宾语＋地点或时间状语，最后一行特别；第三节

颠倒过来，第一行特别，后三行的句式一模一样，
都是主语＋谓语＋宾语＋状语。 但在这种整体相似

中，还是有细微差别：第二节头三行省略了主语

（Ｄｕ），最后一行省略了动词（ｂｉｓｔ）或表示比较的

连词（ｗｉｅ）。 对此可以这样来理解：第二节头三行

描写“你”如何对“我”，第三节后三行描写“我”如
何对“你”，这种相互关系适合用镜像对照的结构

来表达，为实现这一结构，格奥尔格巧妙地用第二

节最后一行总结前三行，用第三节第一行引出后

三行，这两个诗节的镜像对照结构就完成了；但由

于这两节的描写对象又是不同的，于是就出现了

差别：主语的有无，有助于从形式上区分这是两个

人的行为；作为小结的那一行省略动词或连词，也
是从形式上区别于作为小引的那一行。

中间两节的这种镜像对照，还决定了第一节

与最后一节的结构。 这两节的诗行一模一样，只
是排序不同，如果把第一节的头两行与后两行各

看成一个意义单元，它们在最后一节里恰好颠倒

了顺序，那这两节正好构成一对镜像，毫厘不差。
可是，这一假设是不成立的。 细看这两节会发现，
无论从句法、意象或内容来说，其第 １、２ 行与第 ３、
４ 行均构不成一个意义单元。 这四行诗中，有三行

的句法一样，都用了比较连词 ｗｉｅ，还有两个形容

词来形容主语 Ｄｕ，只有一行例外，这例外的一行

在第一节里是位于第三行，可是在最后一节里，它
被排在了第一行，那三行句法一样的诗行于是就

顺顺当当地在一起了，还很巧妙的首尾相连：头韵

ｓｃｈ 把第 ２、３ 行首尾相连，连词 ｗｉｅ 把第 ３、４ 行首

尾相连，韵脚 ｌｉｃｈｔ 又把第 ４ 行回过去与第 ２ 行相

连，如此就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结尾。
对比第一节与最后一节，就可以看到：第一节

的结构显得松散，最后一节的结构变得很精巧，可
谓第一节的“变形”的镜像，这才是它们之间的正

确关系。 第二节与第三节的镜像对照也只是体现

在形式上，两节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分别描写的

是“你” “我”，由此出发推及第一节与最后一节，
就可以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第一节描写“你”的
原初自然状，但在“我”加入之后，“你”就变得工

巧精美。 按照厄尔曼的提示，如果把“你”理解为

创作或诗歌，那格奥尔格用这首赞歌表示：他的创

作已臻圆熟，诗在他的手中已臻尽善尽美。 结尾

三行诗体现了技艺的圆熟与诗的至美，全诗的最

后一个词 ｌｉｃｈｔ（光）彰显了诗的至善。
这首赞歌本身就是格奥尔格的圆熟诗艺的一

次展示。 除了刚刚分析的前后两节的镜像对照结

构外，格奥尔格对一个细节的处理也令人惊叹。
这首诗是四音步抑扬格一以贯之，但在第二节第 １
行的 ｓｏｎｎｉｎｇｅｎ（阳光灿烂的）却破格一次。 布劳恩

加特认为，这处破格让这一句的节奏变得生动，与
其所描写的“陪伴”相配；破格还让这个词凸显出

来，让它又关联到全诗的最后一个词 ｌｉｃｈｔ（光）。①

这是对格奥尔格的敏锐的艺术感觉的一次洞察。
ｓｏｎｎｉｎｇｅｎ 打破这首诗的格律，让人感觉太阳光芒

四射控制不住，同时还衬托了“你”的光彩熠熠（第
一节第 ３ 行用 ｂｌüｈｅｎｄ 对此有所暗示）；全诗以

ｌｉｃｈｔ 结束，又一次在关键位置突出了“光”的意象，
这就表示：“我”不会减弱“你”的光芒，只会彰显

“你”的光辉，进一步可以说，“我”创作诗歌，是要

①布劳恩加特的分析详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ｉｎｇｅｎ． ｄｅ ／ ｔｏｕｒｉｓｍｕｓ ／ ｋｕｌ⁃
ｔｕｒｅｌｌｅ－ｅｉｎｒｉｃｈｔｕｎｇｅｎ－ｕｎｄ－ｍｕｓｅｅｎ ／ ｓｔｅｆａｎ－ｇｅｏｒｇｅ－ｍｕｓｅｕｍ ／ ｇｅｄｉｃｈ⁃
ｔｅ ／ ｏｋ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６。 布劳恩加特是德国格奥尔格学会现任会长，他
与格奥尔格档案馆前任馆长厄尔曼联手在格奥尔格的家乡宾根

（Ｂｉｎｇｅｎ）的官网上开辟了一个“读诗”专栏，每月赏析格奥尔格

的一首诗，两人轮流撰文。 专栏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开办，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结束，共 ４０ 个月，读了格奥尔格的 ４０ 首诗。 布劳恩加特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的那一期上解读了这首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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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与赞美诗的光华，诗如晨光，是光明与希望。
经过上面的分析，这首赞歌的含义很清楚了。

它是格奥尔格与诗的对话，描写了诗人与诗，大致

类似“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国风·卫风·木

瓜》）的关系。
现在来看这首赞歌的具体描写与各种意象，

以感受其内在的丰满血肉。 还是从中间两节开

始，依然按厄尔曼的提示，把“你”理解为诗。 第二

节用句法一样的三行描写诗的相伴，从白天到黄

昏到夜晚，三个动词呈现了诗在这三个时间段的

光亮度及其效应：ｂｅｇｌｅｉｔｅｎ 在德语中是常用词，但
用在第一行里顿生无限诗意———既是陪伴“我”，
又是与阳光交相辉映，阳光下不知道诗有多么光

芒四射，待阳光隐去，在黄昏明暗之交的朦胧时

刻，诗的光芒之耀眼竟让“我”震惊，如此光芒才可

以穿透黑暗播撒光明。 第三节用句法一样的三行

来回应诗的日夜相伴，描写“我”以生命相回报，空
气、食物、爱是人的生命之必需，此外，啜饮、亲吻

都用嘴，呼吸也可以用口，这三个行为于是都可以

说与嘴有关，进而就可以联想到说话、语言、诗，简
简单单的三行就这样写出了“以诗为命”的玄妙，
另一句“你是我的愿望我的思想”也在夸赞诗是

“我”的全部，“愿望”代表将来，“思想”代表现在

与过去。 这两节中还有一句是“你清风习习你暖

意融融”（Ｄｕ ｋüｈｌｅｒ ｗｉｎｄ ｄｕ ｈｅｉｓｓｅｒ ｈａｕｃｈ），这是

总结日夜与“我”相伴的诗的特征。 两个形容词

ｋüｈｌ 与 ｈｅｉｓｓ 恰是一冷一热，正好与白昼黑夜相

合；两个名词 ｗｉｎｄ（风）与 ｈａｕｃｈ（气息）用得很特

别，都可以象征精神，如希腊语 πνευμα（ｐｎｅｕｍａ）
就包含了 ｗｉｎｄ（风）、ｈａｕｃｈ（气息）、ｇｅｉｓｔ（精神）等
三种含义①，于是在这一句里，ｗｉｎｄ 与 ｈａｕｃｈ 既可

以实指也可以象征，可以理解为一种灵气，相应

地，就既可以用比较连词 （ ｗｉｅ） 也可以用动词

（ｂｉｓｔ），但为了保留这双重含义，连词和动词最好

都不用。 可见，这一省略虽然首先是要让这一行

在形式上与第三节第一行不同，但从内容来看，省
略也是有道理的。 类似的还有第一节第 ３ 行 Ｄｕ
ｂｌüｈｅｎｄ ｒｅｉｓ ｖｏｍ ｅｄｌｅｎ ｓｔａｍｍｅ，ｓｔａｍｍ 既表示树干，
也表示种族、氏族，如作前者解，那这句是一个比

喻；如作后者解，把 ｓｔａｍｍ 理解为艺术，那这句是

说诗在高贵的艺术中一枝独秀，暗示了诗的高贵

身份，为保留这两种含义，也只能省略动词和连

词，这就必然造成这一行与其他三行的句法不同，
当它在最后一节被提出来排在第一行，就含有彰

显诗的高贵身份的意思。 以上分析的两行诗中的

省略，看似炫弄技巧，为的是让它们有别于上下诗

行，但背后其实是格奥尔格所用的独特而丰富的

意象在暗中“作祟”，格奥尔格的高超诗艺由此可

窥一斑。 还有更绝妙的，那就是第一节的其余三

行。 这三行里出现的都是古今中外诗歌中的常见

意象，如象征爱与创造力的火焰、象征希望与未来

的早晨、象征灵感的泉水，似在暗示诗虽然高贵光

彩熠熠，但并非高不可攀，三行结合松散无序，又
似在暗示诗虽然高贵璀璨，却又自自然然；可是一

经“我”之手，奇迹出现了，这三行诗在最后一节巧

妙地呈现出一个创作过程：汲取灵感———创作激

情如火焰飞涌———作品诞生如清晨般柔美，将光

芒绽放。 可见从内容上，这三行诗也成就了一个

完美的结尾。 寻常的意象，简单的三行诗，格奥尔

格却可以点石成金，使璞玉变美玉。
上面分析了这首赞歌的形式与内容，可以得

出的结论是：这是一首杰作，如一颗璀璨的宝石，
被格奥尔格镶嵌在自己的诗歌王冠上。

二、１９１９ 年底《艺术之页》终刊中的这首诗

当格奥尔格把这首诗编为《新王国》的最后一

首，写作这首诗的背景被淡化了。 可是，当他在

１９１９ 年底把它刊登在《艺术之页》的终刊上时，这
首诗的写作背景就显出来了，即它是格奥尔格为

纪念 １９ 岁的伯恩哈德·乌克斯库尔而写的。
这份终刊是第 １１－１２ 期合刊，作者全部匿名，

不同作者的作品在目录中以空格隔开，克伦克尔

认为，格奥尔格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的这个圈子

以一个整体出现， 以便与战乱崩溃的德国相

对。 ［２］（Ｐ．４５）经过克伦克尔的研究，终刊的面目现

在清楚了：包括格奥尔格自己在内共有 １２ 个作

者，开头与结尾均是格奥尔格的作品，开头是《暗
示》，写马克西米，结尾是这首《你纤柔纯洁像一束

火焰》，纪念乌克斯库尔。 ［２］（ＰＰ．２３０－２３７）这个框架

显然是格奥尔格精心安排的，富含深意。 对于《暗
示》，至今不能确定它具体写于何时，新编《格奥尔

格全集》的编注者厄尔曼只说它写于终刊付印之

前。 这就不由让人猜想，它可能就是格奥尔格特

意为终刊写的，而且就是为了放在开头，与末尾的

①Ｍａｎｆｒｅｄ Ｌｕｒｋｅｒ， “Ａｔｅｍ”，ｉｎ： Ｄｅｒｓ． （ｈｒｓｇ．）， Ｗöｒｔｅｒ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Ｓｙｍｂｏ⁃
ｌｉｋ， ５． ｄｕｒｃｈｇｅｓｅｈｅｎｅ ｕｎｄ ｅｒｗｅｉｔｅｒ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Ａｌｆｒｅｄ
Ｋｒöｎｅｒ １９９１， Ｓ． ５７ｆ．， ｈｉｅｒ ｐｐ． ５７．



杭
州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２０

年１１

月

第６

期

１１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

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ｕｍ
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Ｎｏ ．
６

Ｎｏｖ ．
２０２０

这首赞歌呼应，由此更见格奥尔格对终刊的重视。
格奥尔格用这份终刊，不仅结束了自己辛辛苦苦

办了 ２７ 年的这份杂志，还预示了一个新的开始。
要弄清他的这个意图，进一步理解结尾的这首赞

歌，需要从《艺术之页》的创办说起。
格奥尔格在 １８９２ 年创办《艺术之页》，有两个

动机，一是发表自己的“新”诗、推行自己的“新”
艺术主张，二是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但是逐渐

地，随着他从 １８９９ 年开始公开发行自己的作品，
《艺术之页》就主要只剩一个功能，即凝聚格奥尔

格圈子成员。 任何一个由某种精神或追求凝聚而

成的圈子或团体，都需要一个有形的平台来彰显

自己的存在，格奥尔格就把《艺术之页》杂志当成

了这样一个平台与阵地。 对此最具启示意义的是

他在杂志第 ７ 期（１９０４ 年）的首页“按照耶稣与十

二使徒的圣像排列” ［３］（Ｐ．３３７）特意制作的一张集

体合照，他自己的照片在正中间，上下左右按关系

亲疏与地位高低排列着其他 １２ 个诗人的大小不

一的照片，其中有些早已不是同路人，但格奥尔格

还是把他们整合在一起，为的是把“耶稣与十二使

徒”的模式用于格奥尔格圈子；那期杂志刊登了 １３
个人的作品，除了格奥尔格自己，另外 １２ 个人不

全是照片里的那些人，但同样暗示了由大师与十

二使徒组成的共同体。 之后大师—弟子型的机制

就一直主导着格奥尔格圈子的建构，第 ７ 期可以

说是《艺术之页》的一个里程碑。
格奥尔格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那是杂志

的第 ７ 期，他一向对数字敏感，数字 ７ 在中西文化

中意蕴丰富，既象征一个阶段的结束，也预示一个

新阶段的开始；二是他当时 ３６ 岁，一路追随自己

的理想，抵达但丁所说的人生拱顶，信心满满，雄
心勃勃，面对动荡不安且危机四伏的现实（在此之

前的 １９００－１９０３ 年刚发生世界经济危机，而之后

的 １９０５ 年因德法在摩洛哥的殖民利益之争又爆

发了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敢于自比耶稣，肩负救

世重任。 说来也巧，那期杂志在 ３ 月 ２６ 日出版，
格奥尔格深深迷恋的 １６ 岁男孩克罗恩贝尔格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 Ｋｒｏｎｂｅｒｇｅｒ １８８８－１９０４）在 ４ 月 １５ 日

不幸病逝，他把美少年的死看成是时代黑暗的征

兆，但位于生命之拱顶的他自信能与星辰和神灵

对话，去世的男孩被他神化为上帝马克西米（Ｍａｘ⁃
ｉｍｉｎ）来拯救人类：“此时又是春天［……］ ／干枯的

大地复苏 ／因一颗神圣的心。”格奥尔格自己因马

克西 米 而 成 了 “ 黑 暗 时 代 的 最 具 魅 力 的 先

知”［４］（Ｐ．３５），圈子成员成为信徒，从此，格奥尔格

圈子具有了一种准宗教色彩，越来越有名。 如同

耶稣通过十二使徒来传教一样，格奥尔格救世的

主力军是圈子成员，于是他招贤纳徒，一些知识精

英与有为青年的加入，让他对建造一个全新的未

来充满了信心。
但一次大战吞噬了一些年轻弟子的生命，格

奥尔格的宏图伟略备受挫折，１９ 岁的伯恩哈德·
乌克斯库尔在 １９１８ 年 ７ 月底的自杀①，更是雪上

加霜。 乌克斯库尔出身名门望族，年轻俊美，极具

诗歌天赋，１０ 岁开始写诗，被格奥尔格圈子内的人

称为“天生的诗人”②，是格奥尔格的第一个孙子

辈的弟子，格奥尔格非常喜欢他，以致对“三代同

堂”感到欣慰：“现在与儿子的作品一道出现的，还
有孙子的作品，一个人一生的期望莫过于此。”这

句话出自格奥尔格为第 １１ 期《艺术之页》准备的

“编者话”，写于 １９１７ 年。 为纪念《艺术之页》创刊

２５ 周年，格奥尔格原计划出版第 １１ 期纪念刊，无
奈当时稿子比较多，用作一期显多，用作两期又不

够，因此就推迟了两年。③ 虽然只往后推了两年，
但这两年里对格奥尔格来说却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乌克斯库尔死了，二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战败

与帝国崩溃。 青少年是一个国家的希望与未来，
而如此优秀的男孩竟然自杀，不能不说第二帝国

恶稔罪盈；男孩代表格奥尔格圈子出现的第三代，
让格奥尔格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可男孩却死了，格
奥尔格顿时感到后继无人，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听

闻男孩的死讯后感到“双腿被打断了……当然啦，

①

②

③

乌克斯库尔出身名门望族，１９１７ 年中学毕业后，就进入皇家卫队

野战炮兵团成了一名候补军官，他有一个极要好的朋友叫科尔

斯（Ａｄａｌｂｅｒｔ Ｃｏｈｒｓ），比他大两岁，科尔斯中学毕业后成为野战炮

兵团的一名志愿兵，一战爆发后上了前线。 １９１８ 年初，得知自己

又要上前线，厌战的科尔斯于是怂恿乌克斯库尔和他一起逃往

中立国荷兰，但他们的逃跑计划被人告密，７ 月 ２８ 日他俩在边境

上被捕。 临阵脱逃是军人最严重的犯罪行为，更何况乌克斯库

尔出生贵族，还是皇家卫队的候补军官，临阵脱逃几乎是不可想

象的，但他为了朋友，可谓奋不顾身。 他俩被捕后马上被送交审

讯。 审讯中，科尔斯从口袋掏出手枪自杀，那个枪声仿佛是一声

召唤，在隔壁房间受审的乌克斯库尔听到后，也从口袋掏出手枪

自杀了。
Ｅｃｋｈａｒｔ Ｇｒüｎｅｗａｌｄ， “ Ｕｘｋｕｌｌ － Ｇｙｌｌｅｎｂａｎｄ，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Ｍａｒｉａ Ｖｉｃｔｏｒ
Ｇｒａｆ ｖｏｎ”， ｉｎ： Ｓｔｅｆａ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ｕｎｄ ｓｅｉｎ Ｋｒｅｉｓ． Ｅｉｎ Ｈａｎｄｂｕｃｈ， ３
Ｂäｎｄｅ， ｈｒｓｇ． ｖｏｎ Ａｃｈｉｍ Ａｕｒｎｈａｍｍｅｒ，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Ｂｒａｕｎｇａｒｔ， Ｓｔｅｆａｎ
Ｂｒｅｕｅｒ ｕｎｄ Ｕｔｅ Ｏｅｌｍａｎｎ， Ｔüｂｉｎｇｅ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２０１２， Ｂｄ． ３， ｐｐ．
１７１９－１７２３， ｈｉｅｒ ｐｐ． １７２２．
Ｂｌäｔｔｅｒ ｆüｒ ｄｉｅ Ｋｕｎｓｔ， Ｆｏｌｇｅ １１－１２， Ｓ． ３２０． 这是格奥尔格刊登在

《艺术之页》终刊最后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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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长好了”①，这个切肤之痛的比喻非常精彩，
既说出了他当时的绝望，因为接着把他的诗歌之

路走下去的人没有了，也说出了他的自我拯救，因
为他后来还是收了不少年轻的弟子，格奥尔格圈

子的第三代依然人才济济，著名的有文学批评家

科默雷尔（Ｍａｘ Ｋｏｍｍｅｒｅｌｌ）、史学家康托洛维茨

（Ｅｒｎｓｔ Ｋａｎｔｏｒｏｗｉｃｚ）、施陶芬贝格三兄弟（Ａｌｅｘａｎ⁃
ｄｅｒ ｖｏｎ Ｓｔａｕｆｆｅｎｂｅｒｇ， Ｂｅｒｔｈｏｌｄ ｖｏｎ Ｓｔａｕｆｆｅｎｂｅｒｇ，
Ｃｌａｕｓ ｖｏｎ Ｓｔａｕｆｆｅｎｂｅｒｇ），他们都是在 １９２０ 年后认

识格奥尔格的。 但在 １９１９ 年，无论德国还是格奥

尔格圈子，都被黑暗笼罩，格奥尔格之为先知的使

命未竟，也无法继续。 于是，他选择退回象牙塔，
以保存诗之圣火为首要任务。 格奥尔格的这种心

境，充分表露在他在终刊里推出的 １２ 个作者以及

一头一尾安排的两首诗中。
格奥尔格在终刊里刊登了 １２ 个人的作品，这

个数字很有深意。 自从他在第 ７ 期里用耶稣与十

二使徒的模式来塑造自己与圈子成员的关系，格
奥尔格圈子就以这种形式不断发展，所有的圈子

成员都以格奥尔格为中心；但是现在，作者人数却

暗示了大师的空缺，没有了大师，１２ 个人自成一个

整体，中心会是谁呢？ 是谁把他们凝聚在一起？
答案只有一个：诗。 诗是这里的未露面未命名的

大师。 此时，格奥尔格不再自比耶稣肩负救世重

任，而是与弟子一起潜心侍奉诗与美。
这 １２ 个人中有乌克斯库尔，格奥尔格很看重

他，刊登了他的 ３５ 首诗，在数量上仅次于莫维茨

（Ｅｒｎｓｔ Ｍｏｒｗｉｔｚ）与格奥尔格自己②，他们恰好是三

代人：乌克斯库尔是莫维茨的弟子，而莫维茨是格

奥尔格的弟子。 以这种方式，格奥尔格纪念乌克

斯库尔，把他看成格奥尔格圈子第三代的代表，同
时，因这个男孩的短暂生命而存在的三代同堂的

格奥尔格圈子，也被格奥尔格定格在最完美的时

刻，成为他心中理想的格奥尔格圈子。 格奥尔格

对乌克斯库尔如此美化，不仅仅因为他是自己的

第一个孙子辈的弟子，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完全是

在格奥尔格的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个新人。
格奥尔格圈子成员有上百人，其中至少一半

是格奥尔格的弟子，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在比较

有名的或与格奥尔格比较亲近的弟子中，乌克斯

库尔认识格奥尔格的时候年龄最小，只有 ８ 岁。
在他 之 前 的 圈 子 成 员 第 二 代 中， 贡 多 尔 夫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Ｇｕｎｄｏｌｆ）认识格奥尔格时是 １９ 岁，莫维

茨是 １８ 岁，伯林格（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ｅｈｒｉｎｇｅｒ）是 ２１ 岁；而

在乌克斯库尔之后的圈子成员第三代中，上面提

到的科默雷尔认识格奥尔格是 １９ 岁，康托洛维茨

是 ２５ 岁，施陶芬贝格三兄弟中有两个是 １８ 岁，一
个是 １５ 岁半，而格奥尔格最小的两个弟子在 １９３０
年前后认识格奥尔格时也已经是 １５ 岁和 １８ 岁。
他们与格奥尔格认识时的年龄大小，直接决定了

他们将受到格奥尔格怎样的影响。 在我国古代，
男孩 ７ 岁称“韶年”，是自我意识开始形成的美好

年龄，优秀的教育犹如在孩子心中播下一粒好种

子；男孩 １５ 岁称“至学”之年，适合学习知识，此时

他们的身体与精神都开始发育，优秀的教育则如

阳光雨露。 乌克斯库尔生于 １８９９ 年 ９ 月，１９０６ 年

认识莫维茨，那时他才 ７ 岁，第二年莫维茨就把他

带给格奥尔格，那时他 ８ 岁，从此，乌克斯库尔就

在莫维茨的呵护与教育下逐渐成长，也很受格奥

尔格的宠爱。
有了这些背景知识，再来看格奥尔格纪念乌

克斯库尔的那首诗，就会多一层理解。 比如第一

节第 ３ 行“你独秀一枝于名苑”，可能就暗示了乌

克斯库尔的贵族身份，其余三行用火焰、清晨、清
泉来比喻乌克斯库尔，暗示他融合了大自然的精

华，还未沾染人间俗气，或者说还未接受世俗的教

育；后面三节的描写让人想象乌克斯库尔进入格

奥尔格圈子之后的状态：他陪伴格奥尔格，格奥尔

格用全部身心呵护他爱他，终于培养出一个美好

的生命。 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些内容，那就是：天地

生璞玉，雕琢成大器。 乌克斯库尔的美好不仅证

明格奥尔格的教育很成功，更展现了诗的美好。
格奥尔格把创作视为孕育新生命，而乌克斯库尔

的美好新生命是他培育出来的，因此也可谓是他

的一件伟大作品。 在这个意义上，就可以如前面

引用的厄尔曼的分析那样，把这首诗中的“你”理
解为“诗”。

乌克斯库尔的死，将他的生命定格在了最美

的时刻，格奥尔格笔下的他，也是完美无瑕，所以

格奥尔格虽然是在听闻乌克斯库尔自杀的消息后

创作了这首诗，却毫无悲伤之情，而是充满了赞

美，他把乌克斯库尔看作格奥尔格圈子第三代的

①

②

Ｅｄｉｔｈ Ｌａｎｄｍａｎｎ， Ｇｅｓｐｒäｃｈｅ ｍｉｔ Ｓｔｅｆａ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Ｄüｓｓｅｌｄｏｒｆ ｕｎｄ
Ｍüｎｃｈｅｎ： Ｈｅｌｍｕｔ Ｋüｐｐｅｒ ｖｏｒｍａｌｓ Ｇｅｏｒｇ Ｂｏｎｄｉ １９６３， ｐｐ． １８７．这是

格奥尔格在 １９２８ 年 ２ 月与兰德曼的谈话。
莫维茨有 ６１ 首，格奥尔格自己是 ３０ 首，外加 ７ 段译自但丁《神
曲》 的 节 译。 详 见 Ｋａｒｌｈａｎｓ Ｋｌｕｎｃｋｅｒ， Ｂｌäｔｔｅｒ ｆüｒ ｄｉｅ Ｋｕｎｓｔ．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ｄｅｒ Ｄｉｃｈｔｅｒｓｃｈｕｌｅ Ｓｔｅｆａｎ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ｐｐ． ２３０－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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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乌克斯库尔死了，但还会不断有年轻人加入

进来，因此，格奥尔格对他的赞美，其实也是对圈

子第三代的美好希望。 年轻人在圈子内成长得如

此美好，格奥尔格圈子三代同堂，也就完满了。 数

字 ３ 代表完整，这里又可见格奥尔格对数字的象

征意义的运用。 《艺术之页》作为凝聚格奥尔格圈

子的阵地，其使命就算完成了，格奥尔格就这样用

这首赞歌为自己办了 ２７ 年的这份杂志画上了一

个完美的句号，而且，这份杂志恰好在第 １２ 期停

刊，１２ 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数字，在此表示一轮结

束了。 这 ２７ 年与这 １２ 期杂志，见证了格奥尔格

对圈子的苦心建构。
那么，格奥尔格为何选在 １９１９ 年停刊？ 这个

问题不难回答。 他在《艺术之页》终刊里建构了一

个格奥尔格圈子，其特点是三代同堂、沉醉于美、
同心同德，这些正好与战乱崩溃的德国现实形成

鲜明的对照，也就是说，格奥尔格另立了一个美的

空间去对抗和批判黑暗丑陋的现实，虽然看似消

极，但也是不得已。 为此，他特意创作了一首《暗
示》，放在终刊的开头，描写了他从意欲拯救世界

到退回象牙塔的心路历程。 全诗如下：
Ｍ

千年之后的今天 ／ 一个独一无二的

自由时刻降临： ／ 一切锁链终于断裂 ／ 从
开裂的大地 ／ 升起一个年轻俊美的新神

人。
一人从原野向城门走来。 ／ 紫蓝的

群山绵延 ／ 天空苍白·死气沉沉覆盖 ／ 破
房旧屋仿佛地震前夕； ／ 城内一切都在昏

睡。 ／ 他惊骇得全身颤抖： ／ 主啊！ 你的

信号我懂了吗？ ／ 声音落下：时间到。
三人在屋里满怀恐惧 ／ 手拉手围成

一圈 ／ 激动地交换陶醉的目光： ／ 你的时

刻·主·临近我们； ／ 如果你选择我们当

你的信使： ／ 就让我们承受这巨大的幸

福 ／ 因为我们看见从世界的黑夜 ／ 走出来

那个永恒的孩子。
七人站在山上遥看大地； ／ 废墟冒烟

田野患病害： ／ 你的气息我们已传遍全

国 ／你的种子我们已撒进地里 ／ 主啊！ 你

又晃动我们的命运。 ／ 既然你还要大地

长期荒芜 ／ 我们期待守护你的高贵 ／ 见过

你的光我们死而无憾。

字母 Ｍ 明确表示这是一首歌颂马克西米的赞

歌，Ｍ 是其名字 Ｍａｘｉｍｉｎ 的第一个字母，题记的五

行诗出自那个男孩克罗恩贝尔格。
如果了解格奥尔格如何认识克罗恩贝尔格、

如何在男孩死后把他神化为马克西米的整个过

程，以及知道格奥尔格圈子成员作为格奥尔格的

弟子，其使命是向世人传播格奥尔格的诗歌与精

神，就不难理解这首诗。 第一节中的“一人”指格

奥尔格自己，描写了他的马克西米神秘体验：当世

界将从昏睡入死灭，诗人接受神启，要震醒这个世

界；第二节中的“三人”代指格奥尔格圈子的核心

成员，描写他们接受格奥尔格的马克西米神秘体

验，成为格奥尔格的“信使”，“那个永恒的孩子”
指马克西米；第三节中的“七人”代指更大范围的

圈子成员，第 ３－４ 行他们传播格奥尔格的诗歌与

精神，但战争的爆发中断了他们的事业，因为处处

是废墟，遍地是病害，根本就没有他们的容身之

地，为保存艺术之火，他们只好避居山上。 数字 ３
与数字 ７ 在中西文化中是最神圣的两个数字，格
奥尔格多次用过，它们都可以象征完整，因此这里

的“三人”与“七人”也可以理解为格奥尔格圈子

的第二代与第三代。
这首诗从开头一直到第三节第 ４ 行，描写的

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所用的动词大多都是过去时。
但是在最后四行，动词时态转向了现在时，描写的

是现在与将来：在乱世中，“我们” （格奥尔格的弟

子们）的事业遭到了挑战，该怎么办？ 格奥尔格提

供的答案是：守护诗歌、守护美，用生命去创作诗

歌、歌颂美，当生命化为了诗，也就死而无憾。 与

第 ３－４ 行的描写相比，这是格奥尔格对弟子们的

另一种期待，因为外界已经不能为他们提供用武

之地，他就希望他们重回象牙塔为艺术而艺术，结
尾一句看似豪情万丈，其实是格奥尔格的肺腑之

言。 格奥尔格心中的最高者是“美”，这是他从创

作伊始就秉持的信念，因此他把“美” 称为 Ｈｅｒｒ
（主）而不是 Ｇｏｔｔ（上帝），这样就能强调 Ｈｅｒｒ 所特

有的“统治”之意，一旦被 Ｈｅｒｒ 选为信使与弟子，
就要一心一意跟随他、服务于他，这也是格奥尔格

从创作伊始就坚持的态度；而敬奉 “美”、服务

“美”的最好方式是创作诗歌。 格奥尔格用他的答

案，鼓励弟子们与他一起进入他建构的那个三代

同堂的大家庭，共同去守护诗歌，这首赞歌作为终

刊的开篇于是起到了一种引领作用，同时也为这

个终刊定下了基调，而且最后一句“见过你的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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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死而无憾”也纪念了乌克斯库尔，格奥尔格把失

去这个男孩的悲伤升华为赞美与歌颂，这又呼应

了终刊结尾的那首赞歌。
一头一尾的两首赞歌，呈现了格奥尔格的两

种心境。 格奥尔格创造马克西米，不是在一个封

闭的空间里，而是在一个巨大的黑暗时代背景下，
并且怀抱一个崇高的救世心愿，这在《暗示》第一

节里有形象生动的回忆。 可是到了 １９１８ 年，当他

为纪念乌克斯库尔创作这首《你纤柔纯洁像一束

火焰》时，他把与外界和现实的关联都摒弃了，诗
中不断地重复“你” “我”，就是不断地排外，让整

个空间越来越成为“你”与“我”的世界，格奥尔格

眼中只有弟子，只有诗。

三、小结

１９１８ 年乌克斯库尔的自杀，让格奥尔格感到

德国的乱世开始了，他那时就开始动笔创作另一

首诗《乱世中的诗人》 （Ｄｅｒ Ｄｉｃｈｔｅｒ ｉｎ Ｚｅｉｔｅｎ ｄｅｒ
Ｗｉｒｒｅｎ），副标题是：纪念伯恩哈德·乌克斯库尔伯

爵。 从那时一直到 １９３３ 年格奥尔格去世，德国陆

续经历了战败、十一月革命、通货膨胀、魏玛共和

国的成立与解体、经济危机、希特勒上台等，整个

德国一直在风雨飘摇中，格奥尔格更加明白救世

的艰难。 可是圈子成员大多年轻，血气方刚，社会

越黑暗，他们介入现实的欲望就越强烈；但他们毕

竟年轻，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抗衡黑暗，所以最要

紧的还是把自己铸造成器。 格奥尔格在 １９１９ 年

为《艺术之页》编辑那份终刊，为格奥尔格圈子成

员指示了一个新的方向，他借终刊结尾的这首赞

歌，希望弟子们要先成就自己，即要懂得“工欲善

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诗是赞美”，完美的诗

是一个完美的新世界，格奥尔格把这首赞歌编在

自己的创作全集的最后，卒章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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