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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冯至长达七十年的创作生涯虽然从表面上看有风格上的变化，但其实却一直

隐藏着对於自我与他者之交往的关心。正像李广田所说的一样，这是一种对于“人

与人”、“人与自然”等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思考1。M.高力克也已指出人与人之

间的交流是冯至早期作品中屡次重现的主题之一2 。 

那么，冯至所表现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交往”究竟是怎么样的境界呢？ 

  小文试图通过冯至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部份作品，主要对于其以“交

往”为主题的部份加以探讨，从而阐明他所创造出的“交往”的境界及其意义。 

我认为：冯至通过创造出“交往”的境界，成功地把美感与伦理融合起来，

从而能够让人在日常生活、平凡的人或不显眼的自然中发现一个富有诗意及哲理

的特殊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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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无法沟通的悲剧―《河上》《帷幔》《蚕马》 

   冯至二十年代撰写的抒情诗大半以焦虑、失落感为主题。其中有些情诗表达

了失恋而引发出的忧郁或失望。这些诗不像同时期的其他大部分情诗那样重视相

思者的直抒胸臆，却具有故事性，从而淡化了主观感情的色彩。故事里的主人公

与相思对象无法沟通的关系几乎都被戏剧化，主要用以表达两者之间的隔阂。比

如，《什么能够使你欢喜》3（1926）这首诗以倾国的美女─周幽褒姒等的故事

为素材4，表达了无法沟通的恋爱。它能使人感受到一种绝望的爱情，好像是皇帝

与被擒的少女这不平等关系必定产生的两者之间的悲喜剧。 

   另一方面，为数不多但“堪称独步” 5的叙事诗6也都含有围绕自我与他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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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关系的细节。其大半都以民间的故事为素材，情节是以主人公的死做结尾。它

们表现了人与人无法沟通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悲剧。 

题目为《河上》7的梦幻剧(1923)以《诗经·秦风·蒹葭》和《古今注·音乐·箜

篌引》为素材表现了一男二女―一个隐现在河上的美少女、追求她的狂夫和制

止狂夫的妻子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结局也是悲剧。狂夫向往少女的痴心、妻子关怀

丈夫的思绪，都是一方面的单相思，他们阴差阳错，始终无法沟通。最后，丈夫

因追逐少女之幻影溺水而死，妻子也投河随她而死。而河上所浮现的美少女之幻

影可以说是一种理想或艺术的表征。这篇梦幻剧结合了两种中国古典文本的精髓，

用以表达理想与现实互不相容这种具有现代性的主题，以及现代男女之间的爱情

之难以成就。它暗示的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悲剧之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相互缺乏

了解，从而永远无法沟通。 

  《帷幔―乡间的故事》8 (1924)写了一个反抗包办婚姻、悲叹自己命运而出

家削发为尼姑的女子。她逃出家后，一直把自己关在尼姑寺里。后来，每天透过

窗户听见一个牧童的笛声。于是她随着笛声把她想像里的幸福世界刺绣在帷幔上。

最后，她死之前，帷幔左角留下的是一块没有刺绣的空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促使主人公的思想转变的总是间接的媒介，比如传闻或传入窗阁的笛声。并且，

故事里没提到这剃度出家的牧童和剃发为尼姑的少女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不过，

读者会隐约地感到。9 

从这两个人间接性交流中，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场面则是隔着窗户的笛声

旋律与刺绣时的协奏。这里出现的窗户是个特殊的地方，它起到既可结合也可切

断两个不同世界的作用。帷幔上刺绣的这块空白象征着永远填补不了的失落感或

挫折感。这可以说是被不幸的命运玩弄的人生之悲哀，也可以说是它是两个生活

在不同世界的人永远无法沟通的内心苦痛。 

   《蚕马》10 (1925)是根据《搜神记》《蚕女》11改编的，特别富于传奇色彩。

与其他叙事诗相比，诗作技巧非常出色。艺术上采用了稍有变化的二重唱形式，

情节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从蚕的初眠、二眠到结茧。每段第一节诗是叙事人的

独白，押韵规律相同。而到了诗最后的第三段，则“产生出叙述语态的张扬热烈

的情绪的急切紧凑”。12 原作《蚕女》的故事如下所述，它仅有 70 几个文字： 

 

传说有蚕女，父为人掠取，惟所乘马在。母曰：“有得父还者，以女嫁焉。”

马闻言，绝绊而去。数日，父乘马归。母告之故，父不可。马咆哮，父杀

之，曝皮于庭。皮忽卷女而去，栖于桑，女化为蚕。 

 

冯至的《蚕马》也是由一个去远方的父亲、一个独自留守的女儿和一匹关心女儿

的马这三者构成的。他们三者无法沟通。除了没有出现的母亲以外，主要情节基

本上都与《搜神记》相同。不过，整篇的气氛却充满着浪漫的情调，女儿的性格

天真、温柔，也与原作不同。《蚕马》的最大的特色在于采用了叙事人隔着窗子给

姑娘讲故事这种结构。并且叙事人在暗示，他自己与故事中的马其实是同一个青

年的形象。作者把故事中的马的单相思与叙事人对窗内少女的表白重叠在一起，

强调了单恋着藏在内心深处的爱情。 

  上述的《帷幔》和《蚕马》两篇叙事诗里的主人公―尼姑与马都无法实现与

意中人的对话。因为他(她)们处于与对方隔绝的两个不同的世界。因此，他(她)

们用绣花或作蚕茧代替了与语言上的交流，或者可以说他们是独自把幽思、苦闷

和悲歌化成绣花或蚕茧。绣花和蚕茧都含有中国文化传统性的意象，并且也是编

织他们生命时间的一种象征。 

这些叙事诗的结局不是失败就是遭遇挫折，势必含有些许悲观的色彩。不过，

与其说它们没有大团圆的结局，不如说是在拒绝虚假、简单的团圆、从而会给读

者留下一种永远填补不了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抒情方式却有力量很自

然地使人逐渐认识人的自我形成中必有困难，从而还意识到一个人也难以完成他

自己。《蚕马》的最高峰是尾声：马皮把少女裹住变成了雪白的蚕茧。 

 

一瞬间是个青年的幻影，／一瞬间是那骏马的狂奔；／在大地将要崩溃的

一瞬，／马皮紧紧裹住了她的全身!／……／一霎时风雨都停住，／皓月收

束了雷和电；／马皮裹住了她的身体，／月光中变成了雪白的蚕茧。 

 

这是处于不同世界的两个异类突然间一体化的表现。不过，这种合为一体并不是

双方同意的结果。这只不过是马单方面的幻想，他幻想之中的一体化。因而马与

少女没有产生真正的交流。蚕茧象征着单相思的堆积物。用以这个意象可以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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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关系的细节。其大半都以民间的故事为素材，情节是以主人公的死做结尾。它

们表现了人与人无法沟通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悲剧。 

题目为《河上》7的梦幻剧(1923)以《诗经·秦风·蒹葭》和《古今注·音乐·箜

篌引》为素材表现了一男二女―一个隐现在河上的美少女、追求她的狂夫和制

止狂夫的妻子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结局也是悲剧。狂夫向往少女的痴心、妻子关怀

丈夫的思绪，都是一方面的单相思，他们阴差阳错，始终无法沟通。最后，丈夫

因追逐少女之幻影溺水而死，妻子也投河随她而死。而河上所浮现的美少女之幻

影可以说是一种理想或艺术的表征。这篇梦幻剧结合了两种中国古典文本的精髓，

用以表达理想与现实互不相容这种具有现代性的主题，以及现代男女之间的爱情

之难以成就。它暗示的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悲剧之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相互缺乏

了解，从而永远无法沟通。 

  《帷幔―乡间的故事》8 (1924)写了一个反抗包办婚姻、悲叹自己命运而出

家削发为尼姑的女子。她逃出家后，一直把自己关在尼姑寺里。后来，每天透过

窗户听见一个牧童的笛声。于是她随着笛声把她想像里的幸福世界刺绣在帷幔上。

最后，她死之前，帷幔左角留下的是一块没有刺绣的空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促使主人公的思想转变的总是间接的媒介，比如传闻或传入窗阁的笛声。并且，

故事里没提到这剃度出家的牧童和剃发为尼姑的少女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不过，

读者会隐约地感到。9 

从这两个人间接性交流中，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场面则是隔着窗户的笛声

旋律与刺绣时的协奏。这里出现的窗户是个特殊的地方，它起到既可结合也可切

断两个不同世界的作用。帷幔上刺绣的这块空白象征着永远填补不了的失落感或

挫折感。这可以说是被不幸的命运玩弄的人生之悲哀，也可以说是它是两个生活

在不同世界的人永远无法沟通的内心苦痛。 

   《蚕马》10 (1925)是根据《搜神记》《蚕女》11改编的，特别富于传奇色彩。

与其他叙事诗相比，诗作技巧非常出色。艺术上采用了稍有变化的二重唱形式，

情节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从蚕的初眠、二眠到结茧。每段第一节诗是叙事人的

独白，押韵规律相同。而到了诗最后的第三段，则“产生出叙述语态的张扬热烈

的情绪的急切紧凑”。12 原作《蚕女》的故事如下所述，它仅有 70 几个文字： 

 

传说有蚕女，父为人掠取，惟所乘马在。母曰：“有得父还者，以女嫁焉。”

马闻言，绝绊而去。数日，父乘马归。母告之故，父不可。马咆哮，父杀

之，曝皮于庭。皮忽卷女而去，栖于桑，女化为蚕。 

 

冯至的《蚕马》也是由一个去远方的父亲、一个独自留守的女儿和一匹关心女儿

的马这三者构成的。他们三者无法沟通。除了没有出现的母亲以外，主要情节基

本上都与《搜神记》相同。不过，整篇的气氛却充满着浪漫的情调，女儿的性格

天真、温柔，也与原作不同。《蚕马》的最大的特色在于采用了叙事人隔着窗子给

姑娘讲故事这种结构。并且叙事人在暗示，他自己与故事中的马其实是同一个青

年的形象。作者把故事中的马的单相思与叙事人对窗内少女的表白重叠在一起，

强调了单恋着藏在内心深处的爱情。 

  上述的《帷幔》和《蚕马》两篇叙事诗里的主人公―尼姑与马都无法实现与

意中人的对话。因为他(她)们处于与对方隔绝的两个不同的世界。因此，他(她)

们用绣花或作蚕茧代替了与语言上的交流，或者可以说他们是独自把幽思、苦闷

和悲歌化成绣花或蚕茧。绣花和蚕茧都含有中国文化传统性的意象，并且也是编

织他们生命时间的一种象征。 

这些叙事诗的结局不是失败就是遭遇挫折，势必含有些许悲观的色彩。不过，

与其说它们没有大团圆的结局，不如说是在拒绝虚假、简单的团圆、从而会给读

者留下一种永远填补不了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抒情方式却有力量很自

然地使人逐渐认识人的自我形成中必有困难，从而还意识到一个人也难以完成他

自己。《蚕马》的最高峰是尾声：马皮把少女裹住变成了雪白的蚕茧。 

 

一瞬间是个青年的幻影，／一瞬间是那骏马的狂奔；／在大地将要崩溃的

一瞬，／马皮紧紧裹住了她的全身!／……／一霎时风雨都停住，／皓月收

束了雷和电；／马皮裹住了她的身体，／月光中变成了雪白的蚕茧。 

 

这是处于不同世界的两个异类突然间一体化的表现。不过，这种合为一体并不是

双方同意的结果。这只不过是马单方面的幻想，他幻想之中的一体化。因而马与

少女没有产生真正的交流。蚕茧象征着单相思的堆积物。用以这个意象可以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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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沟通的悲哀升华为一种悲剧的美感。 

 

二、 隔着窗户对话―《伯牛有疾》 

除了这些叙事诗以外，冯至还在以古典文本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中，比如有关

孔子的几篇，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它们也可以说是现代人在与《论语》文本

对话。尤其是《伯牛有疾》（1929）13采用了《论语》《雍也》的富有诗意的这一段

14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15被他改写成一

篇生动感人的具有普遍性的故事。冯至用丰富的想像力将原作仅仅三十多个文字

扩展为一篇短篇小说。他还引用了《论语》中的别的章节，创造了孔子与伯牛在

进行对话的场景。孔子的门生之一冉伯牛患了不治之病，被世人忌避,甚至连自己

的朋友也躲开了他。他一个人被隔离在破旧的小茅屋里。孔子为了看伯牛的病，

不顾年迈远道而来，在细雨中叩了几家柴扉，最後才找到了伯牛的住址。那个场

景栩栩如生： 

 

在孔子的面前现出来一座棚似的小茅屋。 

小茅屋里边躺在床上的人听到最稔熟的先生的口音，彷彿是梦一般地惊

醒了，立刻把他那焦黄的脸探出窗外，并且伸出来一双柴样的枯手。 

孔子吓得倒退了好几步，随後又把伞放在一边，迅速地走到窗前，握住

了他那伸得远远的枯手。等到先生从面上拭去了几颗泪珠时，伯牛的枯瘦的

脸上却现出几缕使人可怜的微笑。 

 

压卷之笔是最后一段。由隔着窗户握手消瘦的伯牛与被雨淋湿伫立在窗前的孔子

两个人组成的一幅图像。到此，故事留下了难以形容的余味而告终。 

 

……他(注:孔子)尽力地说几句劝慰他的话，可是终于一句话也想不出来。 

    伯牛还瞪着两只大眼，希望从他先生的口中再得到一番教导。经过很长

久的时间，两人呆呆相视着，最后孔子才半吞半吐地― 

    “这样一个人得了这样的病，真是无可奈何的命运呀! 这样一个人得了

这样的病，真是无可奈何的命运呀!” 

    冉耕听了，把头低了下去。 

        孔子的全身都被雨淋透，彷徨无主地立在窗前，握着伯牛的手，自己不

知道是走好呢，还是这样呆下去的好。 

 

伯牛得了恶疾，因此只好等死。只有对妻子的爱才使他坚持活下去。孔子面对弟

子的抵抗不了的命运，只好伫立在窗前。这里只有伟大的沉默、彼此凝视和手的

接触。这一图像使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依然存在着壁墙，它使两个人绝对互相代

替不了对方的命运。一个人应该承受他自己的命运。这种认识也能够让人感到一

个人因自觉无限孤独而会向往更深的交往。只有语言、相互凝视和接触身体的地

方才能产生真正的理解和交流。 

冯至所创造的《伯牛有疾》的场景至今仍然新鲜别緻，感人肺腑。不像前节

里提及的三篇叙事诗那样，在不同的层面表现了无法沟通的悲剧，这篇《伯牛有

疾》则深化了无法沟通的意蕴，从而表达了一种新的认识：只有深知别人无法代

替的孤单才有与他者沟通的可能性。就这一点来看，冯至在这里创造的境界具有

承受自己命运的人和关心他的人那两个所构成的交往的崇高感。 

 

三、 山水或自然的发现―《山水》中的《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16 

冯至的散文集《山水》(收录了三十年代初至 1944 年的散文)中的作品大多写

抗战前后的生活经历，其中一半以上是四十年代在昆明写的。他在《山水·后记》

17里说，“对于山水，我们还给它们本来的面目吧。我们不应该把些人事掺杂在自

然里面。”因为“在人事里，我们尽可以怀念过去；在自然里，我们却愿意万古长

新。”所以，他“是怎样爱慕那些还没有被人类的历史所点染过的自然”。他还说： 

 

     这里，自然才在我们面前矗立起来，我们同时也会感到我们应该怎样生长。

山水越是无名，给我们的影响也越大；因此这些风景里出现的少数的人物

也多半是无名的。 

 

由此可知，冯至所说的“自然”是朴素普通的山水（包括山水里的人物）所深藏

着的，但却无处不呈露的本来面目。在抗战时期中最苦闷的岁月里，这些“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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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沟通的悲哀升华为一种悲剧的美感。 

 

二、 隔着窗户对话―《伯牛有疾》 

除了这些叙事诗以外，冯至还在以古典文本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中，比如有关

孔子的几篇，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它们也可以说是现代人在与《论语》文本

对话。尤其是《伯牛有疾》（1929）13采用了《论语》《雍也》的富有诗意的这一段

14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15被他改写成一

篇生动感人的具有普遍性的故事。冯至用丰富的想像力将原作仅仅三十多个文字

扩展为一篇短篇小说。他还引用了《论语》中的别的章节，创造了孔子与伯牛在

进行对话的场景。孔子的门生之一冉伯牛患了不治之病，被世人忌避,甚至连自己

的朋友也躲开了他。他一个人被隔离在破旧的小茅屋里。孔子为了看伯牛的病，

不顾年迈远道而来，在细雨中叩了几家柴扉，最後才找到了伯牛的住址。那个场

景栩栩如生： 

 

在孔子的面前现出来一座棚似的小茅屋。 

小茅屋里边躺在床上的人听到最稔熟的先生的口音，彷彿是梦一般地惊

醒了，立刻把他那焦黄的脸探出窗外，并且伸出来一双柴样的枯手。 

孔子吓得倒退了好几步，随後又把伞放在一边，迅速地走到窗前，握住

了他那伸得远远的枯手。等到先生从面上拭去了几颗泪珠时，伯牛的枯瘦的

脸上却现出几缕使人可怜的微笑。 

 

压卷之笔是最后一段。由隔着窗户握手消瘦的伯牛与被雨淋湿伫立在窗前的孔子

两个人组成的一幅图像。到此，故事留下了难以形容的余味而告终。 

 

……他(注:孔子)尽力地说几句劝慰他的话，可是终于一句话也想不出来。 

    伯牛还瞪着两只大眼，希望从他先生的口中再得到一番教导。经过很长

久的时间，两人呆呆相视着，最后孔子才半吞半吐地― 

    “这样一个人得了这样的病，真是无可奈何的命运呀! 这样一个人得了

这样的病，真是无可奈何的命运呀!” 

    冉耕听了，把头低了下去。 

        孔子的全身都被雨淋透，彷徨无主地立在窗前，握着伯牛的手，自己不

知道是走好呢，还是这样呆下去的好。 

 

伯牛得了恶疾，因此只好等死。只有对妻子的爱才使他坚持活下去。孔子面对弟

子的抵抗不了的命运，只好伫立在窗前。这里只有伟大的沉默、彼此凝视和手的

接触。这一图像使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依然存在着壁墙，它使两个人绝对互相代

替不了对方的命运。一个人应该承受他自己的命运。这种认识也能够让人感到一

个人因自觉无限孤独而会向往更深的交往。只有语言、相互凝视和接触身体的地

方才能产生真正的理解和交流。 

冯至所创造的《伯牛有疾》的场景至今仍然新鲜别緻，感人肺腑。不像前节

里提及的三篇叙事诗那样，在不同的层面表现了无法沟通的悲剧，这篇《伯牛有

疾》则深化了无法沟通的意蕴，从而表达了一种新的认识：只有深知别人无法代

替的孤单才有与他者沟通的可能性。就这一点来看，冯至在这里创造的境界具有

承受自己命运的人和关心他的人那两个所构成的交往的崇高感。 

 

三、 山水或自然的发现―《山水》中的《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16 

冯至的散文集《山水》(收录了三十年代初至 1944 年的散文)中的作品大多写

抗战前后的生活经历，其中一半以上是四十年代在昆明写的。他在《山水·后记》

17里说，“对于山水，我们还给它们本来的面目吧。我们不应该把些人事掺杂在自

然里面。”因为“在人事里，我们尽可以怀念过去；在自然里，我们却愿意万古长

新。”所以，他“是怎样爱慕那些还没有被人类的历史所点染过的自然”。他还说： 

 

     这里，自然才在我们面前矗立起来，我们同时也会感到我们应该怎样生长。

山水越是无名，给我们的影响也越大；因此这些风景里出现的少数的人物

也多半是无名的。 

 

由此可知，冯至所说的“自然”是朴素普通的山水（包括山水里的人物）所深藏

着的，但却无处不呈露的本来面目。在抗战时期中最苦闷的岁月里，这些“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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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的精神粮食，给予他不少的启示。 

冯至这种对于自然的看法，实际上，早在三十年代德国留学时期就萌芽了。 

他在一九三○年去德国留学了五年，先后在柏林和海德贝格念书。《山水》

只收录了两篇当时在德国写的散文：一篇是《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1932)，另

一篇是《两句诗》(1935)。这两篇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山水》中所收录的其他散

文。特别是前者有动人的情节，值得我们研究一下。 

《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是以巴黎为舞台，一个有关雕刻家与具有天使微笑

的少女的寓言性故事。那位雕刻家一直想为神做一件工作―雕一个浮现着超乎

悲喜的永久笑容的天使。有一天，他在修道院的一个少女面庞上看见了那种天使

微笑，就把他叫到自己的工作室。但是他总也雕刻不出她的微笑。少女看到雕刻

家渐渐地陷于自暴自弃的样子，也失去了希望。有一天，少女逃出了工作室，在

赛纳河畔徘徊，被河里星影灯光吸引，陶醉似地走入而溺亡的。第二天雕刻家去

寻找，但再也找不到她了。后来他走过市场，看见一家商店悬挂着一幅死面具，

面具含着一缕永久的无边的微笑。据店员说，这就是赛纳河畔溺死的一个无名的

少女。雕刻家听了此话，惊慌地向不可知的地方走去了。以上是这个故事的梗概。 

从寻求艺术的困难，或者艺术与现实的对立这些观点看来，这篇散文表面上

似乎接近于二十年代的叙事诗《吹箫人》或德国霍普特曼的《沉钟》那种类型的

作品。但实际上如何呢？下面笔者尝试对它们做个比较。 

叙事诗《吹箫人的故事》(1923)18表达了艺术与现实生活难以两立的主题：两

个吹箫人牺牲了自己的箫，治好了对方的病，从而相互得到了对方的爱情。可是，

他们以爱情为代价却失去了原有的箫。总之，即使一对情人能够成就现实的爱情，

但他们各自在艺术上的理想却难以实现。并且，尾声里没有明确地描写他们的未

来：“我不能继续歌唱／他们的生活后来怎样。／但愿他们得到一对新箫，／把箫

声吹得更为嘹亮。”诗中叙述人只表示了愿望，这就为读者留下了思索的余地及悲

观的情绪。 

但是，《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所强调的是艺术家与少女的对比。特别是少女

的形象纯真无邪。那个关在修道院窗内的少女向往着外界，被带到外面后先感到

喜悦、期待继而逐渐失望、走向憧憬，这种心理上的各种变化合乎人性，非常自

然。并且，我们还能够从少女的形象清楚地看到生与死的密切关系。最后一段“死

面具早已失落，而它的复制却传遍了许多欧洲的城市”，则表示着无名少女之纯

洁的普遍性和她那微笑的永恒性。 

由此看来，这篇散文，一方面表达了艺术家的失败，但另一方面，同时也是

一篇促使艺术家反省，让他再新复生的故事。无名的少女面膜隐藏着一丝永远的

微笑，这并非存在于某种特殊的人和事物，而是艺术家在平凡的人和事物中发现

的。只有现实生活中平凡善良的人，才能有着天使的微笑。换言之，天使的微笑

只有在山水(自然)之中才保持着本来的面目。 

当时的冯至，热衷于阅读德国哲学和文学，喜欢里尔克的诗文，也喜欢观察

无名的平凡的小人物、小地方。通过它们，他不断地思索或反省。比如，冯至同

时期翻译的里尔克的散文《论“山水”》19 (1932)有这样的一段话： 

 

……并且把山水看作是一种远方的生疏的，一种隔离的和无情的，看它完

全在自身演化，这是必要的，如果它应该任何一种独立艺术的材料与动因；

因为若要使它对于我们的命运能成为一种迎人刃而解的比喻，它必须是疏

远的，跟我们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它崇高的漠然中它鼻祖几乎有敌对的意

味，才能用山水中的事物给我们的生存以一种新的解释。 

 

对于当时的冯至来说，里尔克对山水和自然的如此深邃的见解起到了不少的启发。 

 

四、 我与他者的交往―《伍子胥》《溧水》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最典型地表现在冯至的中篇小说《伍子胥》20《溧水》的伍

子胥与浣衣少女相遇的场面21：一个少女在河边洗衣，伍子胥则伫立在水边，“谁

也不知道谁的心里想的是什么，但是他们所想的，又好像穿梭似地彼此感到了。”

溧水旁浣衣的少女在遇到性热伍子胥之前，“不知道怎样区分她和她的周围，也不

知道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你”。不过，她把饭放在那生疏的行人的手里的

时候，骤然明瞭，什么是“取”，什么是“与”，在取与之间，“你”和“我”也

划然分开了。”这一霎那间一切转变的感觉表现为这样的文字： 

 

     她跟前的宇宙好像静息了几千年，这一刻忽然来了一个远方的人，冲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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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的精神粮食，给予他不少的启示。 

冯至这种对于自然的看法，实际上，早在三十年代德国留学时期就萌芽了。 

他在一九三○年去德国留学了五年，先后在柏林和海德贝格念书。《山水》

只收录了两篇当时在德国写的散文：一篇是《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1932)，另

一篇是《两句诗》(1935)。这两篇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山水》中所收录的其他散

文。特别是前者有动人的情节，值得我们研究一下。 

《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是以巴黎为舞台，一个有关雕刻家与具有天使微笑

的少女的寓言性故事。那位雕刻家一直想为神做一件工作―雕一个浮现着超乎

悲喜的永久笑容的天使。有一天，他在修道院的一个少女面庞上看见了那种天使

微笑，就把他叫到自己的工作室。但是他总也雕刻不出她的微笑。少女看到雕刻

家渐渐地陷于自暴自弃的样子，也失去了希望。有一天，少女逃出了工作室，在

赛纳河畔徘徊，被河里星影灯光吸引，陶醉似地走入而溺亡的。第二天雕刻家去

寻找，但再也找不到她了。后来他走过市场，看见一家商店悬挂着一幅死面具，

面具含着一缕永久的无边的微笑。据店员说，这就是赛纳河畔溺死的一个无名的

少女。雕刻家听了此话，惊慌地向不可知的地方走去了。以上是这个故事的梗概。 

从寻求艺术的困难，或者艺术与现实的对立这些观点看来，这篇散文表面上

似乎接近于二十年代的叙事诗《吹箫人》或德国霍普特曼的《沉钟》那种类型的

作品。但实际上如何呢？下面笔者尝试对它们做个比较。 

叙事诗《吹箫人的故事》(1923)18表达了艺术与现实生活难以两立的主题：两

个吹箫人牺牲了自己的箫，治好了对方的病，从而相互得到了对方的爱情。可是，

他们以爱情为代价却失去了原有的箫。总之，即使一对情人能够成就现实的爱情，

但他们各自在艺术上的理想却难以实现。并且，尾声里没有明确地描写他们的未

来：“我不能继续歌唱／他们的生活后来怎样。／但愿他们得到一对新箫，／把箫

声吹得更为嘹亮。”诗中叙述人只表示了愿望，这就为读者留下了思索的余地及悲

观的情绪。 

但是，《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所强调的是艺术家与少女的对比。特别是少女

的形象纯真无邪。那个关在修道院窗内的少女向往着外界，被带到外面后先感到

喜悦、期待继而逐渐失望、走向憧憬，这种心理上的各种变化合乎人性，非常自

然。并且，我们还能够从少女的形象清楚地看到生与死的密切关系。最后一段“死

面具早已失落，而它的复制却传遍了许多欧洲的城市”，则表示着无名少女之纯

洁的普遍性和她那微笑的永恒性。 

由此看来，这篇散文，一方面表达了艺术家的失败，但另一方面，同时也是

一篇促使艺术家反省，让他再新复生的故事。无名的少女面膜隐藏着一丝永远的

微笑，这并非存在于某种特殊的人和事物，而是艺术家在平凡的人和事物中发现

的。只有现实生活中平凡善良的人，才能有着天使的微笑。换言之，天使的微笑

只有在山水(自然)之中才保持着本来的面目。 

当时的冯至，热衷于阅读德国哲学和文学，喜欢里尔克的诗文，也喜欢观察

无名的平凡的小人物、小地方。通过它们，他不断地思索或反省。比如，冯至同

时期翻译的里尔克的散文《论“山水”》19 (1932)有这样的一段话： 

 

……并且把山水看作是一种远方的生疏的，一种隔离的和无情的，看它完

全在自身演化，这是必要的，如果它应该任何一种独立艺术的材料与动因；

因为若要使它对于我们的命运能成为一种迎人刃而解的比喻，它必须是疏

远的，跟我们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它崇高的漠然中它鼻祖几乎有敌对的意

味，才能用山水中的事物给我们的生存以一种新的解释。 

 

对于当时的冯至来说，里尔克对山水和自然的如此深邃的见解起到了不少的启发。 

 

四、 我与他者的交往―《伍子胥》《溧水》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最典型地表现在冯至的中篇小说《伍子胥》20《溧水》的伍

子胥与浣衣少女相遇的场面21：一个少女在河边洗衣，伍子胥则伫立在水边，“谁

也不知道谁的心里想的是什么，但是他们所想的，又好像穿梭似地彼此感到了。”

溧水旁浣衣的少女在遇到性热伍子胥之前，“不知道怎样区分她和她的周围，也不

知道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你”。不过，她把饭放在那生疏的行人的手里的

时候，骤然明瞭，什么是“取”，什么是“与”，在取与之间，“你”和“我”也

划然分开了。”这一霎那间一切转变的感觉表现为这样的文字： 

 

     她跟前的宇宙好像静息了几千年，这一刻忽然来了一个远方的人，冲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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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静寂，远远近近都发出和谐的乐声―刹那间，她似乎知道了许多

事情。 

 

加上，冯至使用植物的比喻来表现了彼此生疏的人相遇时这一瞬间那富有诗意的

画图： 

 

     这是一幅万古常新的画图。在原野的中央，一个女性的身体像是从草绿里

生长出来的一般，聚情会神地捧着一钵雪白的米饭，跪在一个生疏的男子

的面前。这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不知道。也许是一个战士，也许

是一个圣者。这钵饭吃入他的身内，正如一粒粒的种子在土地里了，将来

会生长成凌空的树木。这画图一转瞬就消逝了，……它却永久留在人类的

原野里，成为人类史上重要的一章。 

 

卞之琳的分析十分中肯：“冯至处理本来就富有诗情画意的伍同浣衣女子的遇合、

乞食、奉食，整章都在“你”和“我”，“取”和“与”的关系上作了哲理的抒

情。”22卞还做了更为重要的解析，即冯至从《吴越春秋》等那种传说故事里舍弃

了浣衣女子立誓绝不泄漏而随即投水自尽这个细节―这种显然更具一些封建意

识的部分。用卞之琳的话来说，这是“近情理的改动”。总之，这个像哲理抒情

诗一样的境界含有的不是封建性(非人性的)儒教伦理，而是现代性有关人的存在

之新伦理。所以可以说，《伍子胥》《溧水》具有让美感与伦理合一的力量。 

    流亡者与少女之间的“取与”的交往是暂时的，但却具有永恒的意蕴―美

感与伦理。这种偶然相遇可能并不稀奇、最普遍。但却正因为如此、可以说是，

它也表达了一种人际交往的原型。只有确认他者，才能确认我自己。两个人面对

面在无边的原野上的那幅画图体现了只有人与人交往才能产生的特别的空间及时

间，从而会让我们感到这是人的生存中不可或缺的条件。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冯至对于“孤独”意蕴的诗性思考。在这一点上，我们

可以参考如下的关于雅斯贝尔斯在“交往”哲学中的“慎独”的看法23： 

 

“慎独”的目的在于交往。我们要侧重的，是“慎”而不是“独”，因为

根本就没有什么“独”存在，“独”以交往为根据的，“慎”取消了“独”

以自身为根据的可能性，将“独”扬弃进交往中。 

 

可以想像，冯至在德国留学时，应该或多或少地受到过雅斯贝尔斯“交往”哲学

的影响。24 早在 1920 年代，他主要关注点在表现对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到了三

十年代，这些思考则在雅斯贝尔斯的“交往”哲学影响下得以深化。总而言之，

冯至对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即“人的存在”的思考，后来逐渐形成他文学

的主要基调―沉思。 

 

五、 孤独与对话 

冯至对这种“独”的感受常常呈现在“窗户”或“桥梁”等文学意象上。如

前所述，“窗户”是人与人交往发生的地方。通过窗户，被分隔在不同场所的两个

人能够相互接触。当然，它也起到了把两个“我”分隔开的作用。所以，窗户在

冯至早期的作品―叙事诗、梦幻剧25和《伯牛有疾》中成了寻求与他者交往的核

心意象。这使人感到，我们自己各自不同，永远不能合一，但却能确认他者的存

在，可见窗户是一处既富有紧张感又不乏诗性的地方。 

无论古今中外，窗户这一意象在文学作品中均起到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

国古典诗词中，从窗内望外(倚在栏杆上)这个眺望行为常常表示一个人内心的烦

闷。26 冯至的“窗户”除了这个传统意蕴以外，还强调了窗内人与窗外人相关相

成，它是一处富有美感与伦理的地方。 

提到“交往”这个观念，最容易让人联想的意象是桥梁。作为典型的例子，

请看艾青的《桥》(1939)： 

 

当土地与土地被水分割了的时候，／当道路与道路被水截断了的时候，／智

慧的人类伫立在水边，／于是产生了桥。／／苦于跋涉的人类，／应该感谢

桥啊。／／桥是土地与土地的联系；／桥是河流与道路的爱情：／桥是船只

与车辆点头致敬的驿站；／桥是乘船者与步行者挥手告别的地方。 

 

另一方面，冯至二十年代的作品中也有一首诗叫做《桥》(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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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 

 

加上，冯至使用植物的比喻来表现了彼此生疏的人相遇时这一瞬间那富有诗意的

画图： 

 

     这是一幅万古常新的画图。在原野的中央，一个女性的身体像是从草绿里

生长出来的一般，聚情会神地捧着一钵雪白的米饭，跪在一个生疏的男子

的面前。这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不知道。也许是一个战士，也许

是一个圣者。这钵饭吃入他的身内，正如一粒粒的种子在土地里了，将来

会生长成凌空的树木。这画图一转瞬就消逝了，……它却永久留在人类的

原野里，成为人类史上重要的一章。 

 

卞之琳的分析十分中肯：“冯至处理本来就富有诗情画意的伍同浣衣女子的遇合、

乞食、奉食，整章都在“你”和“我”，“取”和“与”的关系上作了哲理的抒

情。”22卞还做了更为重要的解析，即冯至从《吴越春秋》等那种传说故事里舍弃

了浣衣女子立誓绝不泄漏而随即投水自尽这个细节―这种显然更具一些封建意

识的部分。用卞之琳的话来说，这是“近情理的改动”。总之，这个像哲理抒情

诗一样的境界含有的不是封建性(非人性的)儒教伦理，而是现代性有关人的存在

之新伦理。所以可以说，《伍子胥》《溧水》具有让美感与伦理合一的力量。 

    流亡者与少女之间的“取与”的交往是暂时的，但却具有永恒的意蕴―美

感与伦理。这种偶然相遇可能并不稀奇、最普遍。但却正因为如此、可以说是，

它也表达了一种人际交往的原型。只有确认他者，才能确认我自己。两个人面对

面在无边的原野上的那幅画图体现了只有人与人交往才能产生的特别的空间及时

间，从而会让我们感到这是人的生存中不可或缺的条件。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冯至对于“孤独”意蕴的诗性思考。在这一点上，我们

可以参考如下的关于雅斯贝尔斯在“交往”哲学中的“慎独”的看法23： 

 

“慎独”的目的在于交往。我们要侧重的，是“慎”而不是“独”，因为

根本就没有什么“独”存在，“独”以交往为根据的，“慎”取消了“独”

以自身为根据的可能性，将“独”扬弃进交往中。 

 

可以想像，冯至在德国留学时，应该或多或少地受到过雅斯贝尔斯“交往”哲学

的影响。24 早在 1920 年代，他主要关注点在表现对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到了三

十年代，这些思考则在雅斯贝尔斯的“交往”哲学影响下得以深化。总而言之，

冯至对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即“人的存在”的思考，后来逐渐形成他文学

的主要基调―沉思。 

 

五、 孤独与对话 

冯至对这种“独”的感受常常呈现在“窗户”或“桥梁”等文学意象上。如

前所述，“窗户”是人与人交往发生的地方。通过窗户，被分隔在不同场所的两个

人能够相互接触。当然，它也起到了把两个“我”分隔开的作用。所以，窗户在

冯至早期的作品―叙事诗、梦幻剧25和《伯牛有疾》中成了寻求与他者交往的核

心意象。这使人感到，我们自己各自不同，永远不能合一，但却能确认他者的存

在，可见窗户是一处既富有紧张感又不乏诗性的地方。 

无论古今中外，窗户这一意象在文学作品中均起到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

国古典诗词中，从窗内望外(倚在栏杆上)这个眺望行为常常表示一个人内心的烦

闷。26 冯至的“窗户”除了这个传统意蕴以外，还强调了窗内人与窗外人相关相

成，它是一处富有美感与伦理的地方。 

提到“交往”这个观念，最容易让人联想的意象是桥梁。作为典型的例子，

请看艾青的《桥》(1939)： 

 

当土地与土地被水分割了的时候，／当道路与道路被水截断了的时候，／智

慧的人类伫立在水边，／于是产生了桥。／／苦于跋涉的人类，／应该感谢

桥啊。／／桥是土地与土地的联系；／桥是河流与道路的爱情：／桥是船只

与车辆点头致敬的驿站；／桥是乘船者与步行者挥手告别的地方。 

 

另一方面，冯至二十年代的作品中也有一首诗叫做《桥》(1926)。 

美感与伦理：冯至的“交往”境界

─ 205 ─



     “你同她的隔离是海一样地宽广。” 

     “纵使是海一样宽广， 

我也要日夜搬运着灰色的砖泥， 

在海上建筑起一座桥梁。” 

 

“百万年恐怕这座桥也不能筑起。” 

“但我愿在几十年内搬运不停， 

我不能空空地怅望着彼岸的奇彩， 

读过这样长，这样长久的一生。” 

 

与艾青的《桥》相比，冯至的这首诗却着重写了她我之间的隔离或隔阂。并且它

的语言没有艾青的诗那么抽象、乐观。在冯至看来，在不同人或各个事物之间并

非原本就存在着桥梁，并且建筑一座桥梁也万分困难，或许桥梁会永远筑造不成。

因此，冯至的《桥》的意象所强调的不是连结性而是两者的隔绝。“日夜搬运着灰

色的砖泥”还表达了他对于理想或美(“彼岸的奇彩”)的执着性寻求。诗中表达

的这一行为也能够让人感到一种人应该持有的工作伦理。 

    另外，冯至写的一首题名为《威尼斯》(1935)27也是以“桥”与“窗”为主要

意象的。这是后来编的《十四行集》第五首28的原型： 

 

无数寂寞的岛屿 

      织就了一座美丽的城。 

      它是理想世界的缩影― 

     其中的人们，寂寞，孤零。 

 

      彼此通消息，这边是 

      一架桥梁，那边窗对着窗― 

     此外家家都关起门，紧抱着 

      几百年的隆替兴亡。 

 

      水街上是这样宁静， 

      一任远来的行人仔细倾听； 

      傍晚穿过长怨桥下，只依稀 

      听见了叹息三两声。 

 

当人认识到自己处于孤独寂寞的自我樊篱的时候，就会感觉自己与他者是永远生

疏的。不过，只有意识到这种孤独、生疏才能与他者有真正的对话―交往。“窗”

与“桥”这些意象象征着自我与他者对话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地方也能够让人

感受到美与伦理的特殊境界。 

 

冯至二十年代的作品所表达的是对别人无法代替的自己命运的一种彻底的自

觉。换言之，即人需要的是承受住永远的孤独。他诗中的那些故事既含有悲剧的

成份，也充满了阴沉而忧伤的情调。两者互相结合，则使人产生一种悲剧式的美

感。另一方面，作品的主人公孜孜不息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或美)的态度又能令人

感觉到一种近乎善的伦理性价值。 

冯至三十年代前半的德国留学和抗战时期的迁徙生活体验促使他进一步深入

地思考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所以，在他四十年代写于昆明的《十四行集》中，有

些诗则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比作自然界存在物，以此深化对两者之间交往的思考。

比如：一条河与一片大海、一颗星与天空的星群、一棵树与一片山林、一条小路

与一大片原野等等，皆为此例。无可置疑，它们彼此既非意味着对立，也并不意

味着简单的部份与全体，它只是一种相辅相成或相互作用的关系。我认为，关于

各人与集体的这种类比表现也来源于当时冯至观看平凡的山水所得到的种种启示。 

冯至改写上述《威尼斯》的《十四行集》第五首，则最简洁地表达了他对各

人与集体的看法和感觉。开头是“我永远不会忘记，／西方的那座水城，／它是

各人世的象征，／千百个寂寞的集体，／／一个寂寞是一座岛，／一座座都结成

朋友。” 把人世间看作无数个“寂寞的集体”的这种看法及感觉逐渐形成为冯至

诗作的核心。 

如上所述，冯至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间各个不同时期所创造的“交

往”境界始终贯穿着悲剧性美感与伦理性哲理。当然，各个时期有其不同艺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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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并且，他所追求的美的对象也相异。不过，他对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

着精神和“各自把个人的世界耘耕”(见十四行诗第十九首)的信念始终未变。对

于冯至来说，孤独与对话就是他一贯所持的人与人之间开展真正交往的基本伦理。

冯至通过浓郁的情感、简洁的语言以及有机的艺术形式营造了一个美感与伦理相

遇的“交往”境界。 

 

【補記】本稿は 2015 年 9 月 19 日、中国現代文学館(中国北京市)で開催された

国際学術会議「紀念馮至先生誕辰 110 周年学術研討会」に提出した論文である。

また、本論考は JSPS 科学研究費基盤研究(Ｃ)課題番号 15K02442 の助成を受け

た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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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李广田，《沉思的诗：论冯至的〈十四行集〉》，收入《诗的艺术》(重庆：开明书店，1943

年 12 月)中的评语。李广田说，“他已经不止是‘关切’了，他简直是与一切相‘契合’，

人与人，人与自燃，因之，过去与未来，空虚与实在。” 
2 Marián Gálik，Feng Chih’s Sonnets：the Interliterary relations with German Romanticism, Rilke 
and van Gogh,  Milestones  in Sino-Western Literary Confrontation(1898-1979)  p.181  
(Asiatische Forschungen ;Bd.98, 1986)，Bratislava. 
3 收入《北游及其他》(沉钟社,1929 年 8 月)，《冯至全集》第 1 卷。 
4冯乃超也写了以褒姒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为什么褒姒哈哈大笑》(1928 年 3 月 10 日作，

登载在《创造月刊》第 1 卷第 11 期)。后来它的题目改为《傀儡美人》发表在同名小说集(上

海长风书店，1929 年 1 月)。请参看拙论《重读〈傀儡美人〉》，收在王风、白井重范编《左

翼文学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11 月)。 
5见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诗话》(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6 年)。 
6与西欧的文学概念不同，小文用的“叙事诗”一词也包括寓言诗、故事诗、童话诗和戏剧

诗。冯至早期的这些叙事诗为新诗史首开新风，因而占有独特的地位。除了朱自清很早就

高度评价过这些叙事诗以外，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 7

月修订本)里也详细地阐述了它们的特色及其具有时代性的意义。周良沛《冯至其人其诗》

（收于周良沛编选《冯至诗选》，长江问已出版社，2003 年 3 月，197-201 页。）分析颇

有特色，值得参考。他指出了它们与冯至 1950 年代写的《人皮鼓》《韩波砍柴》有着共同

点―即作者艺术追求的稳定性。王荣在《中国现代叙事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3 月)对于这些叙事诗的文本进行了最精辟的分析。 
7原载《浅草》季刊第 1 卷第 4 期(1925 年 2 月 25 日)。《冯至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 12 月)第 2 卷。 
8原载《沉钟》周刊第 7 期，题为《绣帷幔的少尼》。收入《昨日之歌》(上海：北新书局，

1927 年 4 月)。《冯至全集》第 1 卷。 
9袁可嘉对此说明：“这种引而不发、点而不破的手法增强了诗的神秘气氛和浪漫情调，也是

一种有效的艺术手段。”《一部动人的四重奏―冯至诗风流变的轨迹》，收录在《半个世纪

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年 6 月)第 190 页。 
10 收入《昨日之歌》。 
11见《搜神记》卷 14 和《御览》卷 761 及卷 825。 
12见王荣《中国现代叙事诗史》113 页。 
13原载《华北日报》副刊，第 117 号(1929 年 7 月 20 日)。《冯至全集》第 3 卷。 
14高桥和巳在学术性散文《论语》(收在《高桥和巳全集》第 12 卷，日本东京，河岀书房新

社，1978 年 4 月)把《论语》《伯牛有疾》中的孔子慨叹的话“亡之，命矣夫……”认为“因

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无边地弥散的感情之象征”，指出这个场景具有“审美感所引起

的感动”。 
15 《论语》的正文：“伯牛有疾，子问之，自扁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

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16这篇散文 1932 年 9 月 2 日写于柏林。原载 1932 年 10 月 15 日《沉钟》半月刊第 13 期，

收入《山水》初版(重庆国民出版社，1943 年 9 月)和再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 年 5

月)。童道明在 2009 年发表了一个以这篇散文为素材的剧本《赛纳河少女的面膜》。此剧业

已公演。见《赛纳河少女的面膜―童道明的人文戏剧》(华文出版社，2012 年 5 月)。 
17 写于 1946 年冬。收入《山水》再版。《冯至全集》第 3 卷。 
18原载《浅草》季刊第 1 卷第 4 期(1925 年年 2 月 25 日)。最后收入《昨日之歌》中，略做

删改后，改题为《吹箫人》。原作的尾声部份是:“一对箫，将主人的爱情，／主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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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并且，他所追求的美的对象也相异。不过，他对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

着精神和“各自把个人的世界耘耕”(见十四行诗第十九首)的信念始终未变。对

于冯至来说，孤独与对话就是他一贯所持的人与人之间开展真正交往的基本伦理。

冯至通过浓郁的情感、简洁的语言以及有机的艺术形式营造了一个美感与伦理相

遇的“交往”境界。 

 

【補記】本稿は 2015 年 9 月 19 日、中国現代文学館(中国北京市)で開催された

国際学術会議「紀念馮至先生誕辰 110 周年学術研討会」に提出した論文である。

また、本論考は JSPS 科学研究費基盤研究(Ｃ)課題番号 15K02442 の助成を受け

た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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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西欧的文学概念不同，小文用的“叙事诗”一词也包括寓言诗、故事诗、童话诗和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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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收入《昨日之歌》。 
11见《搜神记》卷 14 和《御览》卷 761 及卷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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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他俩含着惆怅，又向幽邃的深山探望!”。 
19里尔克《论“山水”》写于 1902 年。冯至的翻译最初刊登在 1932 年 12 月 30 日《沉钟》

半月刊第 18 期。《冯至全集》第 11 卷第 329 页。冯至在第 11 卷第 283 页中《给一个青年

诗人的十封信》《译者序》里说：“后边附录一篇里尔克的散文《论“山水”》。这篇短文内

容的丰富，在我看来，是抵得住一部艺术学者的专著的。” 
20按照《年谱》(《冯至全集》第 12 卷)说，《伍子胥》写于 1942 年冬至 1943 年春之间)后

来分别登载在《明日文艺》(桂林)第 1 期、《民族文学》(重庆)第 1 期。整篇则登载在《世

界文学季刊》第 1 卷第 1、第 2 期。《冯至全集》第 3 卷。关于内容的分析，请参看拙论：

《关于冯至〈伍子胥〉》,《大东文化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第 19 号(1981 年 3 月)。 
21唐湜《冯至的〈伍子胥〉》(最初刊登在《文艺复兴》第 3 卷第 1 期，1947 年 3 月，后被

收入《新意度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 年月)。这篇文章也提到这个章节，给了它很高

的评价。 
22卞之琳《诗与小说：读冯至创作〈伍子胥〉》,《冯至先生纪念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1993 年 6 月)6-7 页。 
23见雅斯贝尔斯等著；鲁路译《哲学与信仰：雅斯贝尔斯哲学研究》《译者前言》(人民出版

社，2010 年 12 月)第 4 页。 
24冯至在《海德贝格故事》(《冯至全集》第 4 卷)第 7 节里只提到了海德贝格大学的“著名

的哲学家雅斯丕斯”当时不得不被解职的困境。雅斯贝尔斯给冯至的影响，虽然他自己并

没有强调，但是可以猜想到。冯至的博士论文进行答辩(1935 年 6 月)时的审查教授之一是

雅斯贝尔斯。见姚可崑《我与冯至》(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 年 1 月)第 41 页。关于雅斯丕

斯的哲学，从 Knrt Salamun 著；增渊幸男译《カール・ヤスパース（Karl Jaspers）―

開かれた地平の哲学》(东京，以文社，1993 年 7 月)第二部第 4 章《交往的哲学》受到了

很大的启发。 
25梦幻剧《鲛人》(1926 年 9 月。原载《沉钟》半月刊第 3 期，《冯至全集》第 2 卷)里所使

用的窗户的意象也作为等待、拥抱和拒绝情人的地方，它表示两者之间的关系。 
26参考张法《“游”的悲剧意识模式系列》、《闺怨模式》《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中国人民

文学出版社，1989 年 1 月)。 
27原载《大公报·文艺》第 55 期(1935 年 12 月 6 日)，《冯至全集》第 1 卷。 
28全文是：我永远不会忘记／西方的那座水城，／它是个人世的象征，／千百个寂寞的集体。

／／一个寂寞是一座岛，／一座座都结成朋友。／当你向我拉一拉手，／便像一座水上的

桥；／／当你向我笑一笑，／便像是对面岛上／忽然开了一扇楼窗。／／只担心夜深静悄，

／楼上的窗儿关闭,／桥上也断了人迹。收入《十四行集》(桂林明日社，1942 年 5 月)。《冯

至全集》第 1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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