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志摩新诗的抒情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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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的学者中，少有这样
全面的学术训练

说到徐志摩的学历，不可不说到他的父亲徐

申如先生。

现在的人，钱多了，怎么花，一说就是投资。

投资的目的，一是让资金取得最大的利润，

二是让资金取得资金以外不可用资金衡量的回

报。

以前者而论，徐老先生是失败者；以后者而

论，徐老先生是成功者。他把他的儿子，打造成了

中国现代最有名的诗人之一。徐家的门楣，永世

闪动着耀眼的灵光。

小学中学不用说了，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

且说徐的大学学历。

1922年10月回国前，先后在国内外七所大

学就学。依次是，北京大学预科——上海沪江大

学（浸会学院）——北洋大学法预科——北京大

学法科——美国克拉克大学历史学系——哥伦

比亚大学政治学系——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

院——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研究生院。

在国内，在美国，念过的几所大学，都是考上

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完了硕士，原本是要念博

士的，且认为，拿个博士不费力气，因为仰慕罗素

的名望，便轻易地“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的

引诱，买船漂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

禄泰尔（今译伏尔泰）认真念一点书去。”（《我所

知道的康桥》）

有一点，在此需作一辨证。

对在克拉克大学的学业，我在写《徐志摩传》

时，依凭的是梁锡华的《徐志摩新传》。梁氏去过

克拉克大学，查过徐的学历档案。现在看来，做事

不细致，多有疏忽。多年前，张宏文先生亲赴该

校，披阅存档，终于弄清，徐志摩1918年秋赴美，

一入学就插入三年级。在国内的学科成绩为校方

承认，充抵了两个学年的学分。这样，到1919年6

月，即获得一等荣誉学位。距毕业所需，仅差四个

学分。志摩遂利用暑假，前往设在纽约的康奈尔

大学夏令班，选修经济学和英语两科，很快便拿

到四个学分，顺利毕业。

在他那个时代，出国留学的，有他这样全面

的社会学科训练的，就是学者中也没有几个。几

十年后，一位名叫赵毅衡的中国学者，赴英讲学

期间，深入研究过徐在英国的行踪，颇有感慨地

说：徐可说是一个最适应西方的中国人。

胡适的见识，有些地方反不及志摩

先说他留学归来，怎样建树他那不世的功

名的。

举个小例子。1923年他在北京上海两地奔

波，时不时的，会把自己的诗作选出一两首，给两

地的刊物。有次过上海，上海有名的《学灯》副刊

的编辑，有幸要到他的一首诗，名为《再会吧康

桥》。3月12日，刊出了，是当作散文刊出的，根本

就没有分行。

他说这是诗，要分行。

编辑知错就改，很快便分行刊出。

又错了。

他的这首诗，有意在中国提倡一种新的诗

风，每11字为一行。这家报纸的栏目，极有可能

是每8字为一行，而每行之间有空字，这样一来，

用徐的话说是，“尾巴甩上了脖子，鼻子长到下巴

底下去了”。好在当年谁也不知道新诗该是什么

样子，编辑又是好脾气，那就第三次登出。这才勉

强像个新诗的样子。

徐志摩的《再会吧康桥》一诗，起初就是这样

红起来的。

千万别以为初创时期，只要挥舞柴刀，以劈

草莱，就能成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大文化人。

不会这么简单。

且看当年对苏俄的态度，就知道，徐志摩的

见识，就是搁到现在，都不能说落后。

1923年，他曾写过一篇文章，赞美苏俄公使

馆前的升旗仪式，对苏俄公使加拉罕先生的形

象赞美有加。说那面徐徐升起的红旗，是一个伟

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

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

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

那时他还没有去过苏俄，只能从表象上作出

自己的判断。

1925年春，因为与陆小曼的异常婚恋，响动

太大了，决计去欧洲避避风头，便取道西伯利亚去

了法国。经济上不甚宽裕，也是朋友有意资助，便

应了《晨报》老总之请，沿途为报纸写一系列的通

讯文章。这样，就有了从容观察苏俄的机会。

毕竟有良好的社会学训练，又是本着如实报

道的态度认真观察，如此一来，也就看到了在公

使馆门前看不到的真实的苏俄社会。

访欧归来，秋天，接办了著名的《晨报副刊》。

正好这时，胡适要去伦敦开会，也是取道西伯利

亚，路过莫斯科，没有停留，只不过是利用转车的

一两天，参观了学校等教育机构。胡适是个爱写

文章的人，这次没有顾上写文章，而写了几封信，

将在俄都的见闻，写给一位张姓朋友。这位张姓

朋友，也是志摩的朋友，对志摩说，把胡大哥的这

三封信登了吧。情面上推不过，登是登了，但登出

的同时，作为主编的徐志摩，写了批评文章作为

按语放在前面。

胡适在信中说，苏俄虽然实行的是专制主义

政策，却真是用力办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

主义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

克推多”（英语专制的音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

民治制度”。

徐志摩在按语中说，这是可惊的美国式的乐

观态度。由愚民政策，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

制度”！分析过种种原因之后，他说，我们很期望

适之先生下次有机会，撇开了统计表，去作一次

实地的考察，我们急急的要知道那时候，他是否

一定要肯定俄国教育有“从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

主义的民治制度”的可能。

崇尚民主，反对专制的胡适，为什么会犯这

样低级的错误呢，志摩的说法是，胡大哥这些年

从来没出去过，“自从留学归来已做了十年的中

国人”。

据此可知，作为一个大变革时期的知识分

子，见识是第一位的。

这里，我要做个道歉。在我的《徐志摩传》里，

写到这件事，总觉得光这样说说，似乎有头无尾。

徐志摩这样批评了胡适，胡适会没有反应吗，我

想，胡适是个明白人，很快会知道自己是错了。但

是，我手头又没有胡适认错的资料。怎么办呢，便

依据臆测，写了一句：“胡适后来承认，志摩对他

的批评是对的。”

《徐志摩传》出版十几年来，什么时候翻到

这儿，见到这一行字，我都知道是撒了谎。这些

年看书的时候，什么时候都操着这个心，看能不

能找到胡适公开认错的文字。终于让我找见了。

去年读台湾出版的《徐永昌日记》，在第十一

册，民国四十三年三月六日条下，有明确记载，

原文为：

“胡适之五日在自由中国杂志社欢迎会演

说，曾言忏悔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信赖。”

一直到死，他都是一个赤诚的
爱国者

关于徐志摩的死，多少年来，人们总是

说，他所以急着赶回北京，是为了听林徽因给

使馆人员讲建筑，而搭了送邮件的飞机送命

的。

前两天晚上，无意间看到南方某市的一家

电视，正播出一个关于徐志摩的片子，不是纪录

片，像是个讲述片，说到徐志摩坐送邮件的飞机，

是这样说，当时火车票价贵，邮政飞机票价便宜，

徐志摩为了省钱，便坐了邮政飞机。

真是想当然。事实是，当时中国已有了航

班，只是坐飞机的人太少，徐志摩是大名人，航

空公司为了拓展业务，送给徐志摩一张免票，这

张票可随时坐航班的飞机。那天徐到了南京，

第二天要北去，打电话问过机场，没有航班，只

有送邮件的飞机，无奈之下，只好坐了这架小

飞机。

说徐志摩赶回北京，是为了听林徽因的讲

座，确有动人之处，他最初爱恋的，是这个女人，

如今为了捧这个女人的场，轻易送了自己的命。

真是生也徽因，死也徽因。

过去，我也是这样看的。

现在，我不这样看了。

我认为，他所以匆匆离开上海，是因为与陆

小曼吵翻了，急着赶回北京，是因为局势变化太

快，他想有所作为。须知，从北京到南京，他坐的

是张学良的专机，专机去南京，是送张学良的外

交顾问顾维钧，向南京方面请示处理东北危急的

方略。也就是说，沈阳方面，最近有大的变故，他

是知道的。

1931年9月16日下午到南京。晚上去看望

杨杏佛，杏佛不在家，留了个条子，这个条子，便

成了志摩的绝笔。是这样写的：

“才到奉谒，未晤为怅。顷到湘眉处，明早飞

北京，虑不获见。北京闻颇恐慌，急于去看看。杏

佛兄安好。志摩。”

北京闻颇恐慌，急于去看看，这才是他急于

赶回北平的真正的原因。

遇难的这天是9月17日，第二天就是震惊

世界的“九一八”事变。

南下，他坐的是张学良的座机，张不在机上，

是送张的外交顾问顾维钧到南京，向中枢汇报东

北的局势并请示应对方略。机上乘客只有他们两

人，彼此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当是题中应有之义。

东北局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顾不会不告

诉徐。

他担心的，正是这个。

他亟亟回去，欲有所作为的，也正是这个。

可以说，一直到死，他都是一个赤诚的爱国

者，为时局担着心，为这个老大民族担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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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以徐志摩诗歌为母本的文学研究一直是研究领

域的重镇，不仅角度多样，而且成果丰硕。从具体研究对象来

看，包括诗歌流派的宏观分析和具体作品的微观剖析等；从艺

术评价视角来看，包括意识形态批评和哲学美学视角等；从批

评观照视域来看，包括艺术技巧品评和民族文化心理等；从文

艺研究方法来看，包括西方美学批评和中国诗学溯源等。本

文拟以中国抒情传统为切入视角，从徐志摩诗歌创作之诗旨、

诗体、诗语、诗命等四个向度，探索徐氏诗歌的东方美学蕴藉。

诗旨：从“兴”到“怨”、从“发乎情”到“止乎理”

诗旨，是指诗歌在内蕴上、旨意上、标的上的指向。通过

分析徐志摩新诗的诗旨，不难看出其中无处不在、喷薄而出的

浓烈情志抒发。如徐氏本人所说，他的文学创作像是“跑野

马”。所谓“跑野马”固然不指放肆的言语堆砌和无边的随意

胡写，而是指一种恣意任情、信笔拈来的美学追求。陈梦家

说，“志摩的诗是温柔的、多情的、自由奔放的，更多一些个人

的情感”。统观志摩诗歌，不难发现其中都激荡着缠绵秾艳又

婉转复沓的深情。然也，笔者以为盖可用“发乎情、止乎理”来

浅概徐诗。如山洪暴发的诗情化作缤纷的花雨，化作美如娇

娘的藤叶上天然去雕饰的诗里行间。这样的诗任谁能说不

美，任谁能说不表达最深底里的抒情美学追求呢？

徐志摩有对恋爱义无反顾的追求，他在《我有一个恋爱》

中说：“我愿袒露我的坦白的胸襟/献爱与一天的明星/任凭人

生是幻是真/地球存在或是消泯/大空中永远有不昧的明星！”

诗人志摩用最炙热的情感熔炼出珑璁之句，像单纯的孩童赤

裸着自身，以轰轰烈烈的方式表达最浅又是最深的情感。“诗

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这样真挚的诗情怎能不将人打

动？这种“为情而造文”的诗作也恰应和了刘勰“志思蓄愤，而

吟咏情性”的文艺创作主张。

沿着诗歌历史长河，追溯汉时《上邪》的吟唱：“我欲与君

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

地合，乃敢与君绝！”同样表达对爱情的忘我追求，同样使用浑

然有致的声音以传达最原始、最质朴、最透明的生命情志。这

纯粹、自然的声音超越时空，将汉朝乐府与五四新诗链接融合

于中国诗歌史的抒情暗流中。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将“兴”、“观”、“群”、“怨”概为诗之

功用。反观志摩诗歌，若上文所述，其爱情诗恰可看作诗“兴”

之所致。在读徐诗过程中，抒情传统中另一大命题“怨”也伴

随诗句的情感张力显现出其焦点地位。如果说“兴”是诗人乘

天赋之禀，用神来之笔化腐朽为神奇、化平凡为惊艳的清澈奏

章；那么“怨”则是诗人承家国重责，用历史之喉传诗情以不

忍、传壮志以不安的沉痛发声。

徐志摩有感时忧国、独立苍茫的怨殇之情。他在《古怪的

世界》中说：“怜悯！贫苦不是卑贱/老衰中有无限庄严/老年

人有什么悲哀，为什么凄伤/为什么在这快乐的新年，抛却家

乡/同车里杂沓的人生/轨道上疾转着的车轮/我独自的，独自

的沉思这世界古怪/是谁吹弄着那不调谐的人道的音籁？”谁

说徐诗只会沉迷于花间月下、柳道荫间，这沉郁苍凉的家国之

怨，这悲悯恸人的感世之愤，何尝不是另一种借以敲钟警鸣、

唤醒国魂，于现实观照下的传统抒情主体。《毛诗·序》有言：

“乱世之音怨以怒”。在传统中国诗学中，讲求抒情以怨不以

怒，笼观“五四”诗坛，“怨以怒”者不在少数。回望志摩“怨

诗”，饱含对不谐世事之凄伤，对不平乱世之叩问，带有“离群

托诗以怨”（钟嵘《诗品》）的传统抒情意韵，却不张牙舞爪、愤

懑四溢。实为诗兴而发乎情，诗怨而止乎理。

诗体：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到“声
音之文、诗画同源、设情位体”

诗体，即诗歌的体裁。按内容分，有抒情诗、叙事诗、说理

诗的区别；按形式分，有古风、格律、词、曲的传统诗体和十四

行诗、自由诗的外式诗体。本文所及诗体，仅就形式而论，包

括对韵律、技法等的讨论。从诗体上看，徐志摩新诗创作技巧

颇具“新月诗派”另一代表诗人闻一多提出的“三美”主张——

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闻一多被推崇为新格律诗派的理论

奠基者，而徐志摩则被奉为“三美”新诗理论的艺术践行者和

抒情新诗之圭臬。

徐诗创作对“三美”的追求尤其体现在音乐美上，然其对

诗歌韵律和谐的追求又绝不刻板、教条，甚至刻意为求音节和

美造诗，而是音延情而生、声随绪而就，让诗歌的韵律美在诗

意情感的流动中起伏有致。如《去罢》，全诗共四节，但韵律铿

锵，在起承转合的诗意表达中尽显音律章法之和谐。每一节

的一、三行均保持“去罢，XX，去罢”的模式，在整齐的音响效

果下，给全诗营造出一种独立苍茫的艺术情境，表达出诗人绝

望中的悲愤、悲愤后的希冀以及希冀后的凉芜。

其实徐氏这种通过音律技巧的使用，渲染加强诗歌艺术

美感的抒情手法自古以来便存有。陆机在《文赋》用“文徽徽

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形容“应感之会”挥笔而就的华美文

章。《毛诗·序》更是将“音”置于“声成文”的定义之下。（“情发

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可见在中国古典美学中音乐美之于为

文的重要地位。

与音乐美一样，徐志摩对绘画美的践行也是建立在为诗

意抒发铺路、为情感升华催化的基础上。丰富活泼的文辞如

鲜丽多层的色彩，营造隽永的诗歌意境。如《康桥西野暮色》，

诗的第一节就运用一连串的白描笔法，通过红日、紫云、绯云、

褐云、青草、黄田、白水、罂粟花的红瓣、黑蕊、长梗，勾勒出一

幅色彩妧丽、层次鲜明的水彩画，氤氲出恬静柔美的意境，具

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陆机《文

赋》）。恰如苏轼评王维诗作——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至于建筑美，徐诗中整饬不失灵活的诗行、诗节设计最能

体现——讲求诗形章法而不受其束缚，形式归于齐整而不呆

板滞涩——正所谓“戴着镣铐舞蹈”。在诗歌形式的整体框架

下，有感而发，有情而生，在诗情的流动中，划下句读体态，将

自由与均齐的关系微妙处理，达到匀整、多变的艺术效果。徐

诗中每一句的停顿，每一节的转折都于情韵表叙恰到好处。

如《海韵》全诗分五节，每节分九行、一至四节最后一行均为四

字两词，各节诗行句式大体相同。但在用韵上却并不固定，前

两节采用隔三行换一韵的奇韵体，后三节的用韵则无固定模

式，随情感的表达而就诗论韵。有ABCABCADB的模式，有

ABCBCCDDC的模式，最后一节则是将前几节用过的韵脚杂

糅，体现一种整体上的规整，也达到诗意情感表达的高潮。这

种整体规则、行间多变、内在和谐的诗体布置，表现出徐志摩

洒脱自由的个性。“按部整伍，以待情会”（《文心雕龙·总术》），

“设情以位体”（《文心雕龙·镕裁》），诗随情动，情之使然。

诗语：从“抒情意象”到“重章叠句”

诗语，即诗歌语言。受诗歌体裁限制，诗歌语言往往凝练

而蕴藉，诗人的艺术直觉和美学技巧通过诗语的流动展现出

来。分析志摩诗语，不难看出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抒情意象的

使用，二是叠字、叠句的语言表达。

“意象”是诗歌创作中最常用，也是最关键的艺术表现模

块。我国传统诗歌对意象的运用十分注重，在漫长的诗歌史

中形成了一系列经典的传统意象。以“爱、自由、美”为毕生

追求和美学指针的诗人徐志摩，在抒发覃思、诗情流淌时，常

常于自觉不自觉中采用、构造典型诗歌意象。或是返祖择取

传统意象，又或是随情捕捉独特意象，借以表抒久居诗人心

底的情蕴。如《半夜深巷琵琶》，诗人用哀伤、悲悯的笔调，选

择琵琶为中心意象，建立悲情的核心诗韵，又用风雨、落花、

柳梢、残月等传统凄清意象进一步渲染浓稠的哀怨。又如

《残春》，诗人用犀利尖锐的笔触，第一节取桃花意象类比美

人媚笑，取红的白的尸体（残纸）意象营造残春桃枝的凋敝境

象；第二节用风雨、丧钟、黑夜的意象氤氲残春衰败、破碎的

氛围，表达了诗人对美好事物瞬息即逝的哀伤和美人迟暮的

怜惜。再如《春》，诗人用活泼艳丽的笔法，勾勒河水、夕阳、

暮霞、蚱蜢、春草、铁花、园囿等清新意象，谱奏出叮当葱茏

的可爱春景，又将青春热奋的情愫浇于春景春色之中，“树

尽交柯，草也骈偶”，生动表达出蛰伏于诗人心中的春情追

求。

“叠字”指由两个相同的字组成的词语，“叠句”指语意对

应、句式相同的句子或文字相同的句子重叠应用。“叠字”、“叠

句”的语用表达在中国诗歌历史脉络中屡见不鲜，其中以《诗

经》最为代表，赋比兴的技法操演出许多经典佳句。如《桃

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

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

于归，宜其家人。”

徐志摩诗歌中的重字对词、重章叠句也不在少数，通过这

种对仗整齐、和谐悦耳、节奏明朗、韵律协调的语言表达形式，

传情达意更形象生动，诗情表达更缱绻绸缪。如《月下雷峰影

片》，诗人用几个柔缓轻巧的叠字词描绘雷锋塔影之夜景，“深

深的”黑夜、“依依的”塔影、“团团的”月彩、“纤纤的”波鳞，将

黑夜披上明媚的帷布，塑造出柔和清幽的温润景象，也更好地

表达出诗人对美好自然的喜爱和对恬静自由的追求。又如

《月下待杜鹃不来》，“水粼粼”、“夜冥冥”、“思悠悠”、“风飕

飕”、“柳飘飘”、“榆钱斗斗”等一连串的叠字词，将诗人依恋不

再的伤春感怀之情如清泉流水般显现出来。再如《花牛歌》全

诗四节，每节第一行均以文字相近的诗句起首——“花牛在草

地里坐”、“花牛在草地里眠”、“花牛在草地里走”、“花牛在草

地里做梦”。极似“诗三百”、“汉乐府”、“花间集”，用简单明

朗、轻快活泼、一咏三叹的诗句形式，将草毡丛中的花牛行动

景象巧妙生动地展现，表达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由的

追崇。

诗命：从“自噬其身，终以陨颠”到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徐志摩曾说他的心境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

的流入怀疑的颓废”（《猛虎集》自序）。适之先生说

这是志摩最好的自述，笔者窃以为，这也是徐诗的精神内

核。徐志摩的诗是追求单纯信仰——爱、自由、美——的诗，

他的生命更是追求单纯信仰的生命。他最以诗的姿态活出

诗人的样子，也陨落在诗的尘埃中。他为追求爱、自由、美，

离婚又再婚，他在旁人看来离经叛道的人生轨迹，实乃多情

多感起落鹘突的追逐，他“甘冒世之不韪”追逐“梦想的神圣

境界”。

世人的唾弃指摘、名誉的残酷失败、信仰的野蛮摧折残忍

地击打着诗人志摩，他“已是满头的血水”，焦头烂额。他投向

澎湃的诗文感喟神伤，纵使“庸俗忌之疾之，辄欲磨木其灵魂，

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他也不“流入堕落，流

入庸儒，流入卑活”，而是直面挫伤，继续他的歌唱。他如春

光、如焰火、如骄阳般燃烧着自己的生命，无悔地将内心的感

怨掏出，他用最汹涌的诗行化作生命的交响。他极尽所能在

极致纯粹的抒情人生中，在任凭他驰骋情思的诗文里疗伤止

痛，力求避免“自噬其身，终以陨颠”。

然而志摩太忠诚于他三位一体的信仰，太执著于他神圣

境界的追寻，未能以“隔”的立场，作为抒情本体去创作，而是

以“融”的体态，挖掘苦闷，恣纵奔驰，以自体血肉成诗，用灵魂

的炽热将现实溶了去。他感慨“不如归去/此地难寻干净人

道/此地难得真挚人情/不如归去！”他喟嗟“这心头/压着全世

界的重量，咳！全宇宙/这精神的宇宙/这宇宙的宇宙/都是

空，空，空……”

诗人徐志摩是壮烈的，因为他如夸父般用鲜血淘染诗情

风采；诗人徐志摩又是温柔的，因为他如妈祖般以潺潺的情愫

浇灌诗文花园。他不惮惧现实的鞭笞，他低吟着，“你方才经

过大海的边沿，不是看见一颗明星似的眼泪吗？——那就是

我。你要真静定，须向狂风暴雨的底里求去；你要真和谐，须

向混沌的底里求去；你要真平安，须向大变乱，大革命的底里

求去；你要真幸福，须向真痛苦里尝去；你要真实在，须向真空

虚里悟去；你要真生命，须向最危险的方向访去；你要真天堂，

须向地狱里守去；这方向就是我。”

这就是诗人志摩最深的柔情，他披荆斩棘地穿越人生，他

大胆无畏地宣誓，他执著不悔地放歌，他用赤诚的生命作诗，

他的诗便是个人情感自由奔驰的莽原。徐志摩说过，他“这一

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从《志摩的诗》到《翡冷翠

的一夜》，到《猛虎集》，再到《集外集》，又何尝不是他感情的镌

刻？志摩的诗就是他的人，他的人也是他的诗。他“春蚕到死

丝方尽”，他“蜡炬成灰泪始干”，他无时无刻，都要人见着最深

情洋溢的生命。

于是徐志摩被选择用最惊天动地、最轰轰烈烈的方式结

束诗般生命最后的悲歌。他到底死了也要唱出诗来，“恋爱，

欢欣，自由——辞别了人间，永远”！徐志摩的诗命又有什么

更合适更悲壮的离场方式呢？

统观徐志摩的诗情生命，比较怀石自沉的屈原，眠花填词

的柳永，归园隐逸的陶潜，都充盈满溢着浪漫主义色彩，也代

表着自我焚烧式的中国特色抒情传统文人形象。

综上所述，笔者站在抒情传统的美学视域，以“兴”与“怨”

的生发，新月诗派“三美”与中国诗学传统的关系，抒情意象

与重章叠句的技法，中国抒情诗人的自噬形象作为考察视

角，在抒情时空语境下，触摸历史脉搏，梳理诗情脉络，剖析

徐志摩新诗抒情传统的肌里，还原徐志摩的抒情诗人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