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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诗歌中的都市书写 

郭子钰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市 200000 

 

摘要：二十世纪是中国逐步现代化的时期，都市作为一个空间接纳着现代化为其注入的全新的建构，同时

陌生的话语也深深地影响着都市中的一切。穆旦作为“九叶诗派”的成员之一，其创作和其生活的都市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市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创作和其对个体，对社会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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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现代化滋生了都市这一巨大“怪物”并使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影响

着人们外在生活和内在精神的方方面面。之所以说“怪物”是因为都市作为商业、物质、资

本的代名词用一套全新的价值体系和话语方式进化着人，也腐蚀着人，更新人们观念的同时

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不同于现代诗歌史上处于都市外围的作家，诗人穆旦处于都市内

部，他接触着都市这一话语体系的核心，感受着都市所带来的种种情绪，并将这种感受经过

艺术的处理揉进诗歌的创作中。本文从都市这一“怪物”对穆旦诗歌的入侵、穆旦诗歌中乡

村描写的作用、以及穆旦作为一个个体在都市中的坚守三个方面来探究穆旦诗歌中的都市书

写，进而理解其对现代诗歌的贡献。 

一、都市的“入侵” 

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着巨大的转型，“现代化”的入侵让这个以封建自然经济为主的国

家逐步转向现代工商业，因此都市作为一种承载新的社会文化结构的城市形态也在这片土地

上蓬勃发展着。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相对于所代表的经济形势和社会关系来说，其更深刻的特

点便体现在它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的载体对人们的生活和精神的影响。中国几千年的自然

经济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根深蒂固，这就使都市这一形态成为了人们眼中的“怪物”，它的发

展是对封建自然经济的瓦解，冲击着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都市中经济占据着生

活的中心 ，“金钱的地位取代了过去政治权力的地位而变成社会与生活最有力的价值尺度

与调节手段，人们的生活习惯、观念和情感完全被更新了物质欲望及其满足成了社会生活的

主流，文学艺术的古典地位丧失了，古典的艺术感觉和情绪被人们淡忘了人们的关系由礼俗

化和自然化变为契约化，新的道德模式和准则出现了。
1
 

诗人是为一个时代营字造梦的人，都市对现代诗歌的介入不仅让诗歌获得了新的题材和

物象，新的精神内涵和情绪特质，而且建立了新的话语系统。但同时金钱和物质至上所带来

的是人们心中诗意的消解，诗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产生的焦虑，以及他们

对都市的态度映射在了他们的作品中。穆旦作为生活在都市中的诗人之一，其诗歌有着很明

显的都市的影子，反映了都市特有的生活和文化，折射现代人生的存在困境和矛盾，重新审

视着都市和人的关系。 

                                                        
1 李书垒《都市的迁徙》第 14 页,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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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对穆旦诗歌的介入首先体现在对其诗歌创作手法的更新，包括词汇、形式等。写于

1939 年的组诗《从空虚到充实》中，穆旦将都市生活的片段以一种戏剧化的叙事方式融进

诗歌的创作。  

…… 

这时候我碰见了 Henry王， 

他和家庭争吵了两三天,还带着 

潮水上浪花的激动， 

疲倦地，走进咖啡店里， 

又舒适地靠在松软的皮椅上， 

我该，我做什么好呢，他想。 

对面是两颗梦幻的眼睛 

沉没了，在圈圈的烟雾里， 

我不能再迟疑了，烟雾又旋进 

脂香里。
2
 

…… 

诗中所写的主人公异常“疲倦”他走进咖啡店寻找安慰，但是却对一切都感到没有头绪，

穆旦将都市青年的慵懒、百无聊赖、迷茫的心态展现的淋漓尽致。同时这首诗中出现的“Henry

王”“咖啡店”这样的词汇是限制性很强的，它们的使用得在很具体化的语境里。咖啡店是

现代城市才有的，“Henry王”这种对外来词汇的使用也须得有一定的教育背景。不单单是

这首诗，在穆旦的诗歌中,勃郎宁、毛瑟枪、通货膨胀、电话等等日常生活用语大量涌入，

丰富了现代诗歌语汇系统。都市不仅仅作为一种被观察物,同时也与诗人的心理契合，穆旦

能够通过诗歌追溯城市的节奏，与之共鸣亦或反拨，由此表达个体的城市心绪。 

都市对穆旦诗歌的介入还体现在其诗歌意象的反腐，对个体的关照。写于 1940 年的诗

《蛇的诱惑》是一首地道的“都市诗歌”。诗人描绘城市的“夜晚是狂欢的季节”，描绘着

五光十色的都市“电，红，蓝，绿，反射又反射”诗人坐在“德明太太的汽车里，开往百货

公司”。诗人描写文明世界里的繁华和惬意“带上遮阳光的墨镜/在雪天/穿一件轻羊毛衫围

着火炉/用巴黎香水/培植着暖房的花朵”，并将这份惬意同资本和商业化下人的焦虑进行了

对比。城市不仅仅有这些繁华，还有“污秽的小巷”“垂死人的脸”“失去的青春/无数年

青的先生/和小姐/在玻璃的夹道里/穿来/穿去/带着陌生的亲切/和亲切中永远的隔离/寂寞

/锁住每个人”
3
诗人描绘都市繁华的同时也写着它的阴暗、腐朽和堕落，都市里的人们的关

系变得虚假，变得利益，变成“枯落的空壳”。现代都市人生的烦琐与空虚在讨价还价的市

场上，在店员的打躬微笑中，在女士们的香水里，人们耗尽了生命的全部精力。穆旦对生存

                                                        
2 穆旦著.《穆旦诗集》第 8 页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3 穆旦著，李方编.《穆旦诗全集》第 63 页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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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形态提出了质疑，由此他在诗中不断发出了“我是活着吗？”的疑问，叩问着自己，

反问着资本下支离破碎的个体。这样一来也就不难理解诗的题目“蛇的诱惑”，穆旦借用了

《圣经》中人类因为受到撒旦的诱惑被上帝从伊甸园中被放逐的典故，书写着当下面对来自

都市的诱惑正将人类进行着第二次放逐。“无数年来/我们还是住在这块土地上/可是在我们

生人群中，为什么有些人不见了呢/在惊异中，我就觉出了第二次蛇的出现”象征着物质利

益的蛇对人们的精神进行着腐蚀，人类的第一次被放逐是人神分离，第二次便是弑神，是对

信仰、价值、良知和美善的扼杀。穆旦在对描绘现代都市的同时思索着都市里人们精神的贫

困与堕落。 

写于 1948年的《城市的舞》也同样是一首反映着都市的诗歌 

为什么？为什么？然而我们已跳进这城市的回旋的舞， 

它高速度的昏眩，街中心的郁热。 

无数车辆都怂恿我们动，无尽的噪音， 

请我们参加，手拉着手的巨厦教我们鞠躬； 

呵，钢筋铁骨的神，我们不过是寄生在你玻璃窗里的害虫。 

……
4
 

诗的起首便连用了两个“为什么？”，用疑问代替陈述将自己与读者的距离推远，在问

读者的时候也在问自己。“然而我们已跳进这城市的回旋的舞”又将推远的距离拉了回来，

视线聚焦在了城市中。诗人将城市比作“回旋的舞”，后文便用具体的事物来解释“回旋的

舞”。都市里的快节奏让人昏眩；街中心稠密人流的燥热；拥挤的车辆携带着不安的噪音；

紧挨着的大厦让人们慨叹。所有这些都市才有的景象都具有一个强大的推力，推动着“害虫”

一般的人们在“钢筋铁骨”的城市中蠕动着，推动着人们焦虑的滋长，不安的繁盛。穆旦在

这里将都市中的种种特点无限放大化，压制在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身上， “车辆”、“噪

音”和“巨厦”这些景象好似囚室一般吞噬着人们的精神，而制造这些侵蚀人们怪物的，恰

恰是人类本身。它们对人类看似善意的“邀请”，实则是诗人对“人与城市”主客体颠倒和

混乱的无情反讽，极具戏剧性张力。人们在“写字间或服装上的努力，是一步挨一步的名义

和头衔”，人们如麻木的工具一般在都市这个“工厂”里日复一日的工作，创造财富的同时

贩卖着自己的灵魂，人们在自己建造的“神”的面前如蝼蚁般渺小，俯首称臣。所以诗人在

诗的最后再次发出同开头一样的质问，“为什么？为什么？然而我们已跳进这城市的回旋的

舞。”这质问仿佛叹息一般，对物质化的悲哀，对人类麻木和焦虑的无奈。 

同样描写都市人们爱情物质化的《苦闷的象征》，对都市和人们关系审视的《城市的街

心》等。穆旦诗歌中的都市书写映照着现代都市对人们生活的介入，包括诗歌中大量日常生

活词汇的涌入，对都市特有风景的描绘。但是穆旦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描绘的层面，他还透过

观察洞悉着都市带给人们精神上的影响，批判物质化的都市带给人道德、精神上的动摇和迷

                                                        
4 穆旦著；李方编.《穆旦诗全集》第 263 页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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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反思着人们和都市的关系，这在当时诗人中是可贵的。 

二、“乡村”的对照 

乡村作为与都市相对的城市形态，是中国几千年封建自然经济的载体，也是中国人生活

的“根”。虽然都市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心，但是乡村仍然处于社会的主导地位，

因此乡村所孕育出的知识系统、价值判断、和美学趣味深深烙在了人们的骨子里，支配着人

们的行为。中国现代诗人都是从乡村走向都市，他们对都市的认同经历了相当复杂而又痛苦

的过程。很长时期内，现代诗人都是以一种异乡人的身份在都市中流浪，找不到归属感的他

们便试图在古典诗歌的精神中找到慰藉。作为与古典诗歌紧密相连的乡村，不但滋养着诗歌

的创作，从“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的陶渊明到谢灵运的山水诗歌，再到构建湘西世界

的沈从文，乡村生活从来都是文人们内心的伊甸园。 

不同于从乡村步入城市，精神上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的大部分现代诗人，穆旦一直生活

在都市里，接受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验着都市生存的辛酸苦辣。穆旦笔下也有伊甸园式的

乡村，但是穆旦笔下的乡村并不是狭义上的乡村，他所指代的乡村包含着乡村的人民，乡村

人民的精神状态，以及对同乡村紧密相连的古典诗歌的态度。可以说穆旦笔下所描绘的是广

义上的乡村，而他借乡村以及乡村所涵盖的精神，来冷静地对照他所感知到的都市。 

穆旦写于 1941年的《小镇一日》便生动的勾勒着他眼里的乡村。 

在荒山里有一条公路， 

公路扬起身，看见宇宙， 

像忽然感到了无限的苍老； 

在谷外的小平原上，有树， 

有树荫下的茶摊， 

有茶摊旁聚集的小孩， 

这里它歇下来了，在长长的 

绝望的叹息以后 

重又着绿，舒缓，生长。
5
 

…… 

这首诗的一开头诗人像是在放电影一样，将镜头从荒山移到了公路，走过平原，树木，

最终聚焦到了人物，强烈的镜头感一下就将人带入了开阔又有几分寂寥的自然中。像是萧红

《小城三月》里停顿的时间一样，穆旦在这首诗中所描绘的小镇的时间亦是完全不同于都市

的缓慢，一切都是钝钝的。这种时间感不仅来自描绘，还来自叙述。“在荒山里有一条公路”

“在谷外的小平原上”“有树荫下的茶摊/有茶摊旁……”穆旦的叙述似是娓娓道来的讲故

事的老者一般，不急不缓。蜿蜒的公路停在了小镇这里，它在小镇这里稍作了休息后又继续

伸向了远方，一切都是那样的安详宁静。这样安详的小镇是完全不同于都市的存在，是另一

                                                        
5 穆旦著.《穆旦诗集》第 30 页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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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更为原始淳朴的生存状态，一切都很舒适，所以诗人才说“凡是路过这里的/也暂时得到

了世界的遗忘”。而一个旅人暂时停留在这里，不过是浪费时间，“仿佛是在办公室/他抬

头/看一看璧上油画的远景”。诗人这里用一个旅人一下又把缓慢的时间感撕碎在了都市的

办公室里，都市的人向往着轻松的乡村环境，但城市将他们禁锢着，只得看一看壁画上的远

景来满足。“从一个小镇旅行到大城/先生/变换着年代/你走进了/文明的顶尖”诗人说城市

是文明的顶尖，但是城市中的人却被这顶尖的文明所撕裂，所禁锢，所异化。这种爆裂的焦

虑同诗人笔下惬意宁静的乡村对立着，反讽着都市所谓文明对人的禁锢和给人带来的焦虑。 

穆旦创作于 1941年的《赞美》在描写乡村的基础上更高了一个层次。 

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连接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 

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它们静静的和我拥抱
6
 

…… 

这首诗中诗人的视角从乡村放大到了中国，放大到了华夏大地上。是勤劳朴实的华夏民

族，是淳朴的中国人民为“原本荒凉的亚洲的土地”点缀上了“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为山峦、河流、和草原点缀上了一个民族的个性。“干燥的风”、“东流的水”、“埋藏的

年代”，诗人用山川风月来记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悲喜，所有这些烙着人民的印的风景“静

静的和我拥抱”，拥抱中诗人悲悯着大地上的苦难和荒凉，关照着整个中国的“根”。他看

到“在耻辱中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看到历史在粗糙的农民身上的更替，看到期

待孩子的老妇人，看到饥饿，看到荒芜。诗人怀着巨大悲悯来拥抱这片土地，“我要以荒凉

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我要以一切拥抱你/

你”。穆旦书写着中国土地上历史的更替、人民的苦难、时代的混沌山川的温柔。他不仅仅

是书写乡村，他还书写农民，关照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和个性，咱们人民的淳朴和勤劳。所

有这些无言的承载胜同都市中人们的利己，迷茫、堕落构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幅画面，赞美底

层人民的同时，不失为对都市的讽刺，和对都市中人们精神的剖析和反思。同样穆旦的《五

月》杂揉了现代诗对物象的剪切与古典歌谣的曲调体式，无论是诗境呈现出的对照性，还是

行与行之间不稳定的意义关联，它们都体现着真正的现代情绪。穆旦没有被各种现代的“主

义”冲昏了头脑而失去方向，他冷静地吸取着古典和现代的长处，将它们很好的运用到自己

的诗歌创作中，而不是一味的“西化”或是一味的“保守”。 

穆旦从传统乡村文化提炼出的“自然”、“童真”、“野性”等要素构成了其诗歌对现

                                                        
6 穆旦著.《穆旦诗集》第 42 页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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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都市批判的功能。穆旦从来都是以一种辩证的姿态来看待乡村和都市的关系，固然随着现

代经济的发展乡村会因为其局限性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传统文化以及受其影响所塑造

的中华民族的个性，这些对于人类来说有着永恒的价值，对现代社会人性的塑造有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穆旦在“钢筋水泥的神”的都市中刻画着人们生存的焦虑，他笔下的乡村呼唤着

“阳光泥土和水分”回归的同时亦呼唤着人性的回归，回归善良和淳朴。他构想一种生命的

本真形式：一种与泥土、大地亲密无间的存在来对抗世俗化的侵入。他赞颂着生命在受难中

对美德与良知的坚持，以悲剧性的承担来孕育人格的高尚与伟大。都市中的生活是十字架下

的殉道者的生活，是在魔性中弘扬神性的赎罪的生活。在这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穆旦获

取了一种对都市生存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空间。一方面他现实主义地表现了现代都市的生命诸

相，另一方面，他又以预设的神性来批判、解剖生活的魔性，从而在他的诗里产生一种巨大

的张力。 

施蛰存曾说：“假如有一天能使我在生活中有一点梦想的话，我只想到静穆的乡村中去

居住，看一点画，种一点蔬菜，仰事俯首之资初具，不必再在都市中为生活而挣扎，这就满

足了。而这己经是太美好的梦了。”
7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乡村真正意义上的内涵已经被

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经过情感过滤后的，人们精神的乌托邦。穆旦书写着乡村，书写着自己

对纯真的捍卫，书写着自己对都市的反思。 

三、个体的坚守 

都市作为一种新兴的城市形态，在中国现代诗人的眼里失踪是和人性认知相违背的，这

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他们都是从乡村过渡到都市的，对都市的接纳异常艰难。因此诗人们对

都市大多持批判的态度，视都市存在为罪恶的深渊，着力表现工业化、商业化下生命被物化

的现象。但是四十年代的穆旦以理性的眼光分析着都市都市中的种种异化现象，关注个体的

精神状态，揭示着都市生命的荒诞，焦虑。不同于大部分诗人将都市置于被批评的不平衡的

天平上，穆旦同都市仿佛一直存在着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这种对话不仅仅是都市对诗人的

介入以及诗人对都市的反映，更体现在都市如何进入诗人的意识及其带来的精神阵痛，而诗

人又如何进行自我调整去面对都市，相互交流和调整之间，都市和诗人成为了相互依存又相

互对峙的模式——都市不断地瓦解着诗人心中的诗意，而诗人在捍卫诗意的而同时不断地回

应都市的挑战，调整着对都市的审视，寻觅着新的诗意。 

穆旦写于 1940 年的《还原的作用》一诗深刻的揭示了个体和都市之间如丝线般紧张的

关系。 

污泥里耳朵猪梦见生了翅膀， 

从天降生的渴望着飞扬， 

当他醒来是悲痛的呼喊。 

 

                                                        
7 施蛰存：《终于敢骂“洋鬼子”了》,原载 1993 年 1 月 14 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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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里燃烧了却不能起床， 

跳蚤，耗子，在他身上黏着： 

你爱我吗？我爱你，他说。 

 

八小时工作，挖成亦可空壳， 

荡在尘网里，害怕把丝弄断， 

蜘蛛嗅过了，知道没有用处。 

 

他的安慰是求学时的朋友， 

三月的花园怎么样盛开， 

通信连起了一大片荒原。 

 

那里看出了变形枉然， 

开始学习着在地上走步， 

一切都是无边的，无边的迟缓。
8
 

这首看似平淡的诗实则内部具有很大的张力。全诗多处运用象征，“污泥里的猪”象征

着挣扎在都市里的人，“猪梦见生了翅膀”则暗指人们现实生活的压力很大，在梦中生出了

翅膀，渴望着飞翔，渴望着逃离和远方。然而梦醒后依旧是残酷的现实，所以醒来时“悲痛

的呼喊”。当“他”醒来后却起不了床，没有动力开始新的一天，他热爱自己身上的跳蚤和

耗子都要甚过爱他人。八小时的工作后，人被资本家们“挖成一颗空壳”，落在蜘蛛网里。

蜘蛛爬过来嗅了嗅这猎物又走开了，因为他“没有用处”。这里蜘蛛有暗指资本家和社会，

他们衡量一个人最大的标准是“有没有用处”，而不是他的优秀品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被

利益化，质量化。这样孤独是生活唯有“通信”连接着一个个孤独的个体，花园再怎样繁盛， 

也抵不过心底的枉然。全诗将都市中个体的孤独描写的淋漓尽致，疲惫、迷茫、荒芜似是藤

蔓一样缠绕着人们生长，人在资本的运作中变成了有用或无用的工具，人和人的关系变得脆

弱，岌岌可危。穆旦运用象征的手法描绘着自己看到的都市，他没有停留在仅仅是对都市的

批判，他进一步洞悉着都市中个体的精神状态，并对这种状态进行着冷静的反思。 

再看穆旦的长诗《隐现》，他将个体的孤独上升到全人类的意义层面。 

…… 

我们站在这个荒凉的世界上， 

我们是廿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 

我们有机器和制度却没有文明， 

我们有复杂的感情却无处归依， 

                                                        
8 穆旦著；李方编.《穆旦诗全集》第 134 页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http://www.sinoss.net 

 - 8 - 

我们有很多的声音而没有真理， 

我们来自一个良心却各自藏起。
9
 

诗人用一连串“我们”开头，模糊了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界限，将个体感受到的孤独延伸

至群体，赋予城市中人们的孤独一种哲理性。他以群体的姿态体味着都市中人类的孤独，“我

们有复杂的感情却无处归依”穆旦书写着人们之间的隔阂，个体在城市中的渺小感，他剖析

着人们道德和良心的沦陷，人们明明“来自一个良心”，却各自把他藏了起来；他书写着现

代文明的跌落，诗意的消解，冷冰冰的制度和物质，一切都只是利益的交换。对于孤独诗人

也是毫无畏惧，即使城市的物质将人的心理压得老迈，诗人仍然乐观的写道 “一年又一年，

使人生底过客感到自己的心比街心更老。只除了有时候，在雷电的闪射下我见它对我发出抗

议的大笑”《城市的街心》。在直面了孤独感后诗人便身着铠甲，无惧孤独的伤害，他指出

人的本质是心灵的安宁，不是肉体的生存。由此，孤独已不是生命运动需要逃避的一种情绪

感觉，它恰是艺术家获得生命底蕴的力量支撑。 

穆旦深入都市内部，透视个体在工业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中所遭受的异化，以及他们的精

神状态。他感到这是不可避免的，他用自己是亲身体会的焦虑剖析着人性，以一种英雄群体

化的姿态对抗都市带来的巨大的荒芜。他为都市中人类精神追求的失落而呐喊与呼告，为人

类重新寻找生存的精神支点而不息探索，在揭示现代精神的荒原现象以及对都市生存的人性

的关注方面，穆旦无疑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独特的存在。 

 

结语 

都市作为二十世纪以来逐步发展的城市形态影响着人们的方方面面，现代诗人穆旦诗歌

中的都市书写包含着诗人对都市的审视和思考。都市对穆旦诗歌的介入丰富了穆旦诗歌形式

和内容的同时也给诗人带来了焦虑和困惑，诗人的诗歌中映照着都市的千姿百态，刻画着都

市这一拔地而起的“怪物”是如何的让人惊讶，迷茫。穆旦在反映都市的同时，刻画着乡村

——他心里用来对抗都市的乌托邦，穆旦将其笔下乡村的内涵扩大到人民的苦难、中国的个

性、穆旦挑选着传统中的星辰点缀着都市的暗夜。穆旦坚守着自己作为个体的准则，守护着

人性最后的光亮。他关注着个体被都市的异化，对其抱着充分的理解和同情，但他没有止步

于此，他用自己深刻的分析，反省的能力从文化的角度反思都市文明的弊端，完成了现代诗

歌中的都市话语从感性期向理性期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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