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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性爱诗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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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文结合余光中的评论分析了他的“性爱诗”的内容、类型和创作心态， 并以近代以来 中 西 爱 情 文

学处理“情欲”的分野为文化背景， 揭示了余光中“性爱诗”在当代诗坛的积极意义与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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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１９７７年，哲学教授陈鼓应在台湾出版了《这样
的诗人余光中》一书，其中有《评余光中的颓废意识
和色情主义》等多篇文章，激烈指责余光中有六首
诗是“猥亵”，
“淫秽”，
“步入了色情主义”。［１］这六
首 诗 是 《 吐 鲁 番 》（１９６０ 年 ２ 月 ）、
《海军上尉》
（１９６１年２月）、
《火山带》（１９６５年９月）、
《双人床》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
《如果远方有战争》（１９６７年３月）、
《鹤嘴锄》（１９７１年８月）。［２］
应该说，上述这些诗，描写性爱的大胆不羁，在
五四以来的新诗中是少见的。我们如果用摘句的方
式，很容易就会同意陈鼓应先生的论断。不过如果深
入地结合诗歌的创作背景和诗人的艺术理论来整体
把握这些诗作，我们就会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
这些诗就整体而言，不可以性来概括，不过这里
为了便于讨论，本文还是依据对性的描写角度和用
意，将它们大略分为三类：一、以性爱作为虚无者的
表象；二、性饥渴中的升华和排遣；三、形而上的探
究。
以性爱为虚无者造像的是《吐鲁番》和《海军
上尉》。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以吐鲁番为例来简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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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最后有不可抗拒的疲倦来袭／纯黑色的虚无猫
踞在我们脸上／ 让红水银在血系中退潮／ 经历着大决
堤后的宁静／ 就这么搁浅在平面的死亡／ 我们殉情，
且并肩陈尸／ ／ 夜原是立体的，虽然时间在鼠噬／星在
屋顶上布哨，且传着口令／ 我们在屋顶下制造潮湿／
使一切能膨胀的都膨胀起来／ 席梦思吐鲁番着我
们／ ／ 用这种不耐烦的手势／ 扔开嫘祖的艺术，衣着洪
荒／ 原始林的瘴气使我们迷惑／ 且交换体温，摩擦燧
石／ 企图将一切生命连根拔起／ 企图先鸩死对手，然
后自鸩。”
这是《吐鲁番》中最为人诟病的部分，但摘引此
段并大力抨击者都避开了它的最后两段，在那里诗
人明显表示了他对以性爱作为自我存在之证明的否
定。这两段如下：
“至少可以忘记地下的潮湿／ 用你的潮湿证明
你是雌性的动物／ 至少可以忘记蛆的凌迟／ 用白热烙
着占有的标记／ 忘记僵冷，忘记空眼眶的黑视／ 生存
着，在绝对可靠的现在／ 在另一个肉体内忘记这肉
体／ ／ 当脊椎动物在行星反面用着太阳／ 或是在建筑
物内用人造的月色／ 当他们集体在钟面上推磨／ 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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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轮子上服着尼古丁／在不同的拉链里向外张望／
用眼睛驾驶郊外的云。”
这里虽然有性的描写，但绝非为性而性，只是把
性作为当时台湾现代作家的虚无状态的极致来加以
刻划，
从称他们为脊椎动物，从拉链里向外张望一类
的词句里，不难读出作者对虚无者以性交为自我生
存证明的怀疑和讥讽。
第二类诗作是《火山带》，或者还可以算上《你
仍在中国》和《神经网》。作诗之时，余光中孤身在
美国已经接近一年，他的寂寞，在同期所做的散文
《塔》中表现得很清楚：
“天上地下，只剩下他一人。
鸦已栖定。落日已灭亡。剩下他，孤悬于回忆与期待
之间，像伽利略的钟摆，向虚无的两端逃遁，又永远
不能逸去。剩下他，血液闲着，
精液闲着，
泪腺汗腺闲
着……”［３］
了解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再来读这些被误解和
诟病的诗歌：
“……当你卧下，当你的阴柔皑皑展开／ 便有一
脉熟象牙的火山带／ 自千层劫灰中连绵升起，地底／
渗着硫磺泉，空中弥漫／ 窒息的，原始林焚余的焦味／
在东方，在东方秘密的夜里／ 当你卧下，你便是仰偃
的观音／ 夜色如潮，冲激你弯弯的海岸线／ 一朵皎白
在纯黑中绽放／ 山势起伏，劫灰在呼吸中飞扬／ ……
孤悬在海外，在冰山之顶／因瞥见幻景而得救／在西
方，在西方陌生的夜里”。《火山带》
“等一个千年的新娘，来自东方／ 预言如雾，一
尾很雌的人鱼／ 闪着无鳞的白晶晶，无碍的浑圆
……”《你仍在中国》［４］
篇幅有限，所以仍然只能节录。但已经可以清楚
地看出，它们其实是情诗，但与余光中《莲的联想》
诗集里表现的那种纯情不同，诗人在抒发极度寂寞
中的思念之情的同时，也刻划了自己的性饥渴，描绘
了爱人的胴体以及想象中的性爱。这些诗里的意象
饱满，氛围逼真，将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不洁，不
登大雅之堂之性爱心理升华成精美的艺术。而且细
心的读者也会注意到，爱人和东方并举，性心理中也
有褪不去的民族的记忆。
第三类性爱诗应该说是成功的艺术尝试。
“让战争在双人床外进行……／ 让政变和革命
在四周呐喊／ 至少爱情在我们一边／ 至少破晓前我们
很安全／ 当一切都不再可靠／ 靠在你弹性的斜坡上／
今夜，即使会山崩或地震／ 最多跌进你低低的盆地／
让旗和铜号在高原上举起／ 至少有六尺韵律是我们／
至少日出之前你完全是我的／ 仍滑腻，仍柔软，仍可
以烫热／ 一种纯粹而精细的疯狂／ 让夜和死亡在黑的

边境／ 发动永恒的一千次围城／惟我们循螺纹急降，
天国在下／ 卷入你四肢美丽的漩涡。”
上面这首《双人床》作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余光中刚
从美国讲学回到台湾不久，糟糕的时局让诗人异常
悲愤，除了控诉声讨（在《双人床》的前后，诗人写
了《凡有翅的》和《月蚀夜》），诗人也或多或少有
一种逃避的情绪。但与愤怒一样，这种“准颓废”也
是深受刺激的反应；愤怒有声讨，也有暂时退避；
《双人床》属于后者。但即便如此，
诗人仍然把“性”
写得很美，
完全不是左拉自然主义式的。这点只要和
五四时期一些小说家，如郁达夫、茅盾小说中类似情
境的描写相对照，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５］
和《双人床》一样，
《如果远方有战争》一诗的
主题结构也是性爱和战争的对比。不同的是《双人
床》是以性来忘却和抵挡战争，而《如果远方有战
争》把性爱世界和战争世界拉得更近。前者以性爱
世界反对战争世界，强调性乃至生命的力量；后者以
反复的自我辩诘而抵达悲悯的情怀，自两人的情爱
世界挣脱出来。
《如果远方有战争》作于１９６７年，正值越南战争
如火如荼之际。诗开首就由虚拟的主人公——
—“我”
发问，如果远方有战争，应该掩鼻闭目呢，还是应该
“坐起来惭愧地倾听”“深呼吸难闻的焦味？”“我
的耳朵应该听你喘息着爱情或是听榴弹宣扬真
理？”
在对战争的诸般惨状的描绘后，接下去“我”又
问：
“……如果／ 我们在床上，他们在战场／ 在铁丝网
上播种和平／ 我应该惶恐，或是该庆幸／ 庆幸是做爱，
不是肉搏／ 是你的裸体在臂中，
不是敌人”。
在诗的结尾，
主人公也进入战争场景中了，情人
变为护士，做爱的双人床成了伤兵医院的病床——
—
“你是慈悲的天使，白羽无疵／你俯身在病床，看我在
床上／缺手，
缺脚，
缺眼，
缺乏性别”。
战争使人丧失一切，包括性别，战争不再能用双
人床来躲避了。因此最后一句“如果远方有战争啊
这样的战争／情人，
如果我们在远方”。虽然还是疑问
句，
但答案已不言自明，
悲悯之情怆然涌出。
二

早在创作“性爱诗”之前，余光中就对如何在诗
中表现情与欲有深入地探究。在《论情诗》一文中他
指出，情诗有几类，或者偏于情或者惑于欲，或者徘
徊于情欲灵肉之间，依此可分为幻想型、发泄型、肉
欲型和升华型四类。
他说，
幻想型与发泄型不属于美的创造，而第三
类肉欲型难以处理，
其作者往往是中年。因为中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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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肉欲的经验，乃打破了理想的爱情幻景。这一类
的诗不一定不好，因为爱情原有灵与肉两面，由肉之
门去看裸体的爱情，也不见得就行不通。许多大诗
人，如布雷克，如惠特曼，如邓约翰，都曾企图从灵肉
两者的结合上去体认爱情。
余光中强调，我们可以在这类诗中尝试处理性
的苦闷，
普遍的幻灭感，甚至原始主义的生之欢愉等
等，然而这是难度极高的走索艺术，一失分寸，便陷
入黄色。艺术可以将“丑”变成“美”，可是你必须具
有变的把握和手段。
他最推崇的是第四类——
—升华型。他说：
“但丁
和比亚特丽丝在天国；但亚伯拉和爱洛伊莎在地狱；
罗密欧和朱丽叶则虽在炼火中，仍闻天使振翅之声。
然而不论向上或向下，伟大的爱情应该不以人间，不
以此时此地的现实为限，它应该具有超越性，带点神
话的气氛。在爱情的狂热之中，我们会有许多可能是
虚幻但极强烈的感觉——
—例如：我们会觉得早在一
个不知名的时代（可能是汉朝，也可能是中世纪），
已经见过自己的情人；我们会相信永恒，相信轮回，
相信爱情能够延伸到墓坟之中，墓坟以后；我们会相
信一瞬间的幸福可以抵偿一生的悲怆，也相信一瞬
与一世纪等长，总之，情人相信爱情可以超越时间与
空间而存在。真正深厚的爱情应该有这些幻觉。这些
幻觉完全是违反常识的，因为在现实世界找不到令
人满意的解释，于是我们不得不 ‘上穷碧落下黄
泉’，不得不去翻神仙的家谱，搜星际的谣言，以求
答案。伟大的爱情（或者更广泛些，任何伟大的情
操）都带点宇宙性。在伟大的情诗中，个人的扩展为
宇宙的，个人的记忆延伸到民族的甚至人类的大记
忆。”［６］
这些话，简直就是诗人一年后所作《莲的联想》
的最好注脚。
这以后，余光中没有再对情与欲的文学表现展
开专题式的论述。但在论评中，仍时有涉及，如１９６７
年写的《老得好漂亮》一文，文章全文引了英国诗人
叶芝涉及性爱的《狂简茵与主教的对话》一诗，并加
以评说。
叶芝此诗虽短，却有戏剧性冲突。开篇是主教对
狂女子简茵的教诲，要她坚守禁欲的生活。面对主教
的斥责，简茵大胆直陈：
“爱情的殿堂建立在／ 排污
泄秽的区域”。“悟出这道理要身体下贱／ 同时要心
灵孤高”。余光中高度评价了这首诗，说它不仅语法
遒劲，句法如龙，能直攫思想之珠；而且具有正视现
实勇于承受的人生态度。余光中说：
“‘有我’的叶
慈给我们的感受是如此亲切，可敬。生命的一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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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下的到形而上的，从卑贱的到高贵的，他全盘接
受。”［７］
除此之外，余光中１９８１年第一次编诗歌自选集
时，将《双人床》、
《如果远方有战争》以及《鹤嘴
［８］
锄》全都收入。 以此观之，
可以说，
他认为这些诗是
他情诗中并不亚于《莲的联想》的杰作。这些做法都
表明他对１９６０年代初期的观点有所修正。他并不认
为，
只有升华型的情诗才是最好的情诗。
三

把余光中性爱诗的创作放在中西文化的背景
上，
就能对它的意义和价值做出更清楚的判断。在西
方文学中，
爱情从来不排除欲的色彩。特别是文艺复
兴以来，从中世纪神学桎梏挣脱出来的西方的爱情
文学总是不断表现出这样的主题，人的一切都是美
好的，
人的一切欲望都应得到满足。肉欲，倘若不与
物欲、权势欲携手，而是基于两情愉悦上的冲动，它
的欢乐也应被视为美好人性的一个侧面，人的富有
活力的象征，
而并非是可耻可鄙的。
从《十日谈》，莎翁的戏剧，以卢梭为发端的浪
漫主义小说，一直到托尔斯泰、易卜生、劳伦斯诸作
家所描绘的一系列爱情生活场景，都可以看到一种
共同的倾向：反对禁欲主义，反对不自然、不合理的
婚姻，
反对把文学归属或等同于道德教化。他们大胆
歌颂富于激情的恋爱和自然的合乎人性的性爱，不
管这种爱是法定的或是婚外的。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
到人的解放，看到一种与中国传统“不适风化体，纵
好亦徒然”截然不同的文学观。
诗歌也是如此，拜伦的长诗《唐璜》就充分表现
出对虚伪道德的批判。唐璜决不是个充满兽性的人
物，
恰恰相反，
他有着自己坚定不移的的人生准则和
道德节操。在漂流的木筏上，
饿得快死的野兽一般的
人群中，只有他拒绝吃人肉；在疯迷作战的士兵中，
以无比勇气拯救土耳其女孩莱依拉的也是他。然而
他又是“一种冲动的事物”，有着“庞杂不清的耀眼
的罪过”，不受世俗道德的约束，只顺着“自然的本
性” 行事。他的放荡不羁，
“大致要归因于他的青
春”、
“勇敢”和“他所表现出来的象赛马一样的血
气”。拜伦和他笔下的唐璜代表了西方爱情文学中
的激进性个体性的品格，继承了罗马的角斗精神和
中世纪的骑士精神，表现出对世俗生活和感官享乐
的大胆追求。现代哲学大师罗素甚至在他著名的
《西方哲学史》中为拜伦专辟了一章，置于黑格尔与
叔本华之间。［９］
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却总要无条件否定人
的性欲本能，即使是那些在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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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浪漫超奇幻想的文人墨客，也要在有限度的渲泄
之后，把恋人饱含生命本能的热情最终敛抑在道德
理性之中，使纯然诉诸直觉情感与本能欲望的爱，跻
升为德行的超越。作者既要挣脱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门当户对的枷锁，追求纯真的男女相悦之情，又
不时有意无意地依傍着礼法大防。在森严礼教的压
制中，他们只能追求一种道德化的爱情，含蓄婉转、
温柔敦厚，发乎情、节乎礼，不激不昂，悠悠绵绵。在
他们的作品中，代表他们自我形象的男主角常常自
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对骚动不安性欲本能的恐惧，
时时以礼法大防来遏止自己虚构的罪恶感。
可是，这种伦理规范压抑的情感不但无法构成
真正忘我的激情（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
的高峰经验），而且常常转变为一种矫情，如在张生
（《莺莺传》）、李益（《霍小玉传》）和李甲（《杜十
娘怒沉百宝箱》） 等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虚假
伪善。但这些自私功利、亏负那些勇敢投向爱情炼狱
女子的伪君子们，在作者看来，
仍不失为善补过者。
红颜祸水足以倾覆家邦，而贤妻良母可以齐家
定国维系承平岁月的伦理框架总是中国爱情文学中
抹不去的阴影。只有《红楼梦》才一定程度上突破了
这一传统，不写红颜祸水、也不写贤母烈女，
“只不
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在这里，
曹雪芹向长夜漫漫的礼教社会发出恢复合乎人性之
爱情的呼喊。然而，它仍然是那么微弱。我们看到，即
使在带有新时代光影的林黛玉、贾宝玉内心深处，被
封建礼教强奸的理智与 “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
的性爱之情，也时常发生着剧烈的扭打与厮杀，以至
宝玉只能将情与欲相分离，在黛玉身上寄托其准柏
拉图式的恋情，而把性欲寄托在袭人和秦可卿身上，
正常的爱与性无法趋于同一对象，而只能残缺不全
地处于分离状态。
在中国的爱情文学中，性关系从来没有成为一
种有意义的弥足珍贵的情感交流方式，一种“真正美
和温存的源泉”
（劳伦斯语）。在对于余光中性爱诗
的评价中，
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性与爱的分割，凡是有
爱的内容就回避性欲本能在其中的位置，凡是涉及
到性的描写就似乎背离了爱的纯洁。我们可悲地看
到，
即使进入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封建社会中长期形成
的情欲对立的文化模式，仍是这么强烈地规范着人
的日常心理和行动方式，
并影响到具体的文学创作。
男女之间的性爱是人性中最活泼最有生命力的
因素，也是充满矛盾与痛苦的最不稳定的因素，它植
根于人性深处，世世代代层出不穷，在封建社会中它
是一种最富于个性色彩的感性动力。而在理学家主

张的虚伪道德里，
总是力求扼杀个体的价值，将人的
一切自然本性包括欲望、需求、情感、心智都纳入等
级分明的宗法制度中，以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为准则
来判定各种情感、欲求、才能、思想的价值和品德。
“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规范，被宗教化法律化，正
常而又美好的性爱生活在理学盛行之后尤其不被社
会（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所接纳。为了灭绝人欲，
封建卫道士将性视同罪魁祸首，把它渲染为万恶之
源，
洪水猛兽，
是一种极其下贱龌龊之事。
中国爱情文学疲惫无力的深层原因之一即来自
这道貌岸然理学家的伪道德，欲与情的对立和分离
导致了欲与色相伴随的恶果。禁欲与纵欲本来就是
一个徽章的两面。一份食物，
对于一个饥肠辘辘的人
来说，
基本上消失了人创造出来的文化形式，而只剩
下充饥的功用；同样，对于在长期的性禁锢中的性饥
渴者，
也不可能有富于灵性的性事，而只存在着动物
性的本能要求和占有一个动物肉体般的官能享受。
因此，
谈“性”色变的另一面是，在中国，色情文
学绵延不绝，
“一枝独秀”。“五四”时期，
《小说月
报》主编沈雁冰曾对此做过仔细研究，撰写了《中国
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一文。在这篇文章中，
他列举分
析了大量古典文学现象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中
国“尽管严禁，而性欲描写的作品却依然蔓生滋长，
蔚为大观。并且不但在量的方面极多，
即在质的方面
（指赤裸裸描写性交状态——
—引者） 亦足推为世界
各民族性欲文学的翘楚”。［１０］
四

原欲，
在文明的规约和引导中蒸发为爱，爱而生
情，
这一升华是人与兽区别开来的标志，但这种升华
中并不能否定爱情中有性欲本能的成份，也不应该
因此把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对立起来。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中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
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
在于摆脱得多些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
差异。”马克思也认为，
“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
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
这种关系可以表现出人的
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１１］
完美的人性既然是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的高度
统一，
性爱或真正具有人的意义的性要求，也可以是
经过复杂心理活动而升华了的性本能变体，是肉体
享受与精神享受的统一，是心灵共鸣与性欲冲动的
融合。男女之情，
是从生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心
理状态。
因此，
不同于原始性欲的性爱，不是离异了人的
本能，
而是发展了人的本能。随着人类文化历史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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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两性间的感情与本能，心理与生理将越来越相互
融成一体，构成新的完满的人性。真正美好的性意识
绝不是一种充满玩弄、猥亵心理的占有肉体的嫖妓
意识，也不是沾染着被凌辱意味的出卖肉体的卖淫
意识，而是男女之间的自我创造自我肯定，要求在交
合中的相互肯定、相互确立的审美意识。在这种健康
的性意识观照下的性欲描写，毫无疑问地可以成为
值得大力开拓的美学题材。
在近代以来，尤其是理学泛滥的的中国社会，统
治者在社会生活乃至艺术创造中极力推行一种性禁
锢的伪善道学，结果造成了性的畸形：禁锢和泛滥，
而禁锢和泛滥又带来了性恐惧，这种互为因果的恶
性循环，使中国爱情文学总是在狭小的纯情天地里
徘徊不前。以此观之，余光中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创作的《吐鲁番》一类的诗歌，正是中国爱情文学创
作上的一大突破，它给我们提供了情诗多样化的新
范本。
尽管多年来这类情诗饱受攻击、误解和冷漠，诗
人却毫不在意，依然多角度地写他的情诗。晚年有
《三生石》、
《珍珠项链》这样纯情的情诗；也有《泳
者》、
《停电夜》这样灵肉相契的情诗。前者得到应
有的好评，后者却遭逢无声的冷落。因此，对被无端
冷遇的诗作这里还要多提几句。
《停电夜》创作于台风停电夜，那个晚上妻子恰
好去台北，
独在高雄的诗人坐困暗室。想起爱妻，遂
写下：
“要是你在我身边／又何须灯光，烛光呢？／正
好，像洪荒的伴侣／把一切都还给黑夜／只剩原始的触
觉／你偏在台风的对面／不让我做一个唐末或史前的
男人……”全诗纯然直白，大胆示爱，却不失为一首
美丽的情诗。
《泳者》 以游泳隐喻做爱——
—做爱的男子以身
许“海”，
纵入回荡的水域，海流起伏动荡，还有最诱
人的危险，
“是海藻在漩涡的边上盘旋／耳畔似传来
人鱼的歌吟／若我是船夫怕也要晕船／何况此刻无舵
又无桨”。
诗中发问，女神真要溺毙她的信徒吗？“这险峡
与珊瑚的暗礁／当真不让人活着泅渡？”男子汗湿的
胸膛喘息着无助，
“不断涌来的一阵阵潮水啊／我快
要力尽了，快要／请把这海难的赤体／送到平静的沙滩
上去吧／——
—轻，轻”。［１２］
畅言性事而坦然风趣，毫无不洁之感。这是哲学
的胜利，
更是艺术的胜利。
一个诗人的才气并不仅仅表现在驱策文字，安
排节奏，锤炼意象等方面，在主题上拓宽境域，在题
材上征服新疆，也是一种独创性，勇气之外更需要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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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在余光中之前，性爱在现代情诗中，曾被视为大
忌，
余光中之后，
这种诗就很自然了。特别在台湾，
不
但男作家在此一展不羁遐想，女诗人也敢于深入禁
区，不，性区，不让须眉地大扬其娥眉。１９８０年代以
来，
夏宇、
利玉芳、
曾淑美、钟玲的诗歌创作在这方面
都有不俗表现。１９８７年，
在为女诗人钟玲诗集《芬芳
的海》所做的序中，余光中这样说：
“这本诗集里至
少有半打作品在性爱上颇多暗示，甚至着力的描写
……我想文学作品处理性爱，不一定就沦为不洁或
不雅，区分之道在于有无必要，而且能否化为艺
术。”
“欲既然是情的另一面，
至少也是人性之常，
则
以欲入诗也无非是正视人性，值不得大惊小怪，斥为
不雅。雅不雅，
要看艺术的成品，不能执著于艺术的
素材。纯情的诗可以成为好的情诗，
不纯情的诗也可
以成为好的、
甚至多元而复杂的情诗”。
这是对情诗中性爱描写的最好总结，也可以视
为对多年来误解与指责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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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陈 鼓 应 ： 《这 样 的 “诗 人 ”余 光 中 》， 台 北 大 汉 出 版 社
１９７８ 年版。
［２］《吐鲁番 》载 《五 陵 少 年 》第 ５７ 页 ， 《海 军 上 尉 》载 《天
狼星》第 ５１ 页， 《火 山 带 》载 《敲 打 乐 》第 ３９ 页 ， 《双 人 床 》《如
果远方有战争》载《在冷战的年代》第 １６ 页， 第 ３８ 页。《鹤嘴
锄》载《白玉苦瓜》第 ２７ 页。
［３］余 光 中 ： 《塔 》载 《逍 遥 游 》， 台 湾 九 歌 ２０００ 年 版 ， 第
２５５ 页。
［４］余 光 中 ： 《神 经 网 》《你 仍 在 中 国 》载 《敲 打 乐 》第 ３３
页， 第 ３５ 页。
［５］ 可参见徐学： 《茅盾早期创作观与左拉自然主义文
学理论》， 《文学评论》１９８６ 年第 ４ 期。
［６］余光中： 《论情诗》载《掌上雨》第 ３５ 页台北时报文化
１９８０ 年版。
［７］余光中： 《老得好漂亮》载《望乡的牧神》第 １３０ 页。台
北纯文学出版社 １９７４ 年版。
—— １９８１ 》， 台北洪范出版社 １９８１
［８］《余光中诗选 １９４９—
年版。

［９］参见罗素： 《西方哲学史》，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６ 年版。
［１０］茅盾： 《中国文学研究（ 下） 》， 上海《小说月报》第 １７
卷号外。

［１１］马克思：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版， 第 ７２ 页。
［１２］余 光 中 ： 《停 电 夜 》、《泳 者 》载 余 光 中 诗 集 《梦 与 地
理》， 台北洪范 １９９０ 年出版， 第 ６３ 页、８３ 页。
［１３］余光中： 《从冰湖到暖海》载《井然有序》， 台北九歌
１９９６ 年出版， 第 ８８ 页。
（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
（ 责任编辑： 陈

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