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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的求“真"与求“诚"
——废名新诗理论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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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废名的诗论中。新诗质体现为“当下性”和“诗的情绪”．由此衍生出新诗的“切实”、“质直”以

及见之“性情”。这与废名所倡导的“文艺复兴”有着内在一致性。而这些正暗合了新诗的“真tt％U诚”要求。并

且这一要求逐渐鲜明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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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文坛上，废名是一个相当独特性的存在，其

为人与为文都呈现出一种卓尔不群的气质特征。提及

废名的特立独行、逸闻轶事，文坛之人都会略知一二，

较为悉者之事是废名常与其同乡熊十力翁“谈论儒道

异同等事”，及至意见不合乃至扭打，且废名会打坐入

定。十分有意思的是，关于废名的逸闻轶事。民国期间

的小报记载尤多，见眉睫<有关废名的八条新史料>：

。民国期间的小报记载其逸闻轶事的文章颇多。如

<文坛怪人的怪事一废名的方城三人战>、<周作人的三

位高足：俞平伯、冯文炳、冰心>、<废名教课‘发神经’>、

<冯文炳来京>等等。有海外学者称废名与钱玄同、傅斯

年并称为‘三大魔’，是北大继辜鸿铭之后的又一位怪

人o”11]l为

其实废名的“古怪”也好，其特异性也好。都是不足

为怪的，因为废名的特立独行有其自觉意识为内核，正

如他所言：“我觉得我们总应该做伯夷柳下惠。要特立

独行，用陶渊明的话是‘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鲫
在新诗史上，废名是一位诗论家，在诗的园地里显

示出奇特的“僻才”来。废名唯一的一部新诗理论专著

<新诗讲稿>，收录了他20世纪30年代在北大中文系

开设现代文艺课的讲义及其他文章。具有较高的学术

价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新诗发展的道路上。

废名关于新诗的立论可谓是独树一帜，他泾渭分明地

提出了自己的新诗观点，与诸多新诗理论构建者们相

比而呈现出独特风貌。在近年来的废名热中，其诗论的

独特价值已引起众多研究者的注目与探究。

一、废名新诗理论概观

(一)新诗观的核心内容

废名新诗理论的建构首先是建立在对旧诗深刻、

独特的认识基础上。只有对旧诗有深刻、完全地认识。

且对其进行参照，新诗才会明确自己的道路。旧诗是如

此，那么新诗当不如此，旧诗不离窠臼，那么新诗当有

独特性，旧诗有枷锁，那么新诗当打破束缚，等等。这是

废名创立新诗理论的一个重要文学逻辑。依据对旧诗

的深刻认识，废名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如果要做新

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

文的文字。已往的诗文学，无论旧诗也好词也好。乃是散

文的内容，而其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田也废名新诗

观主要概括如下：新诗不同于旧诗。不在于是否用白话

写作，也不在于形式是否符合乎格律，而关键在于新诗

的内容。新诗的内容是诗的，文字是散文的；旧诗的内

容是散文的。文字是诗的。这一新诗观打破了五四新文

化运动以来众多的诗论家的“庸人之见”。废名别具慧

眼以自己的新颖之见显示了新诗观的独特风致。

(二)“当下观物”、。诗的情绪”与“当下完成”

废名是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勾画着新诗概念。

而二者之中废名更着重的是新诗的内容，他在<新诗问

答>中说道，“我们的新诗首先要看新诗的内容，形式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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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还在其次”。12P在《：新诗讲稿》中废名对新诗的讲解和

评析主要是围绕新诗的内容而展开的，由此可见，他把

新诗的内容提升到一个主体地位。如何理解所谓“诗的

内容”呢?废名在新诗的讲解和评析中多次使用了“当

下观物”、“诗的情绪”、“当下完成”的说法，这是理解废

名新诗内容的便捷通道。废名以胡适的新诗《蝴蝶》为

例证，“这诗里所含的情绪触动起来了，在这一刻以前，

他是没有料到他耍写这一首诗的，等到他觉得他有一

首诗要写，这首诗便不写亦已成功了，因为这个诗的情

绪是自己完成，这样便是我所谓诗的内容，新诗所装得

下的正是这个内容”。阳废名评l：一颗星儿》，“这个情

绪大约是自己完成的⋯⋯诗的情绪也是弓拉得满满

的，一发便中，没有松懈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这首诗

便是诗的内容”。啪这些表明“诗的情绪”本身就成为

诗的质地，也即是新诗的内容。与此相比，旧诗是“情

生文，文生情，情文相生”而缺少新诗的这个质地，废

名以此将新诗与旧诗的内在品质区分开来。再如废

名评沈尹默的新诗说道。“这一首《湖上》是民国九年

的作品，与那一首《月夜》可谓异曲同工。这样的诗都

不必求之过深。作者只是当下便写得了一首好诗罢

了”。啪诸如此类的这种评析新诗的方法和尺度在
《：新诗讲稿》中频频可见。“当下观物”，简单而言“旧

诗大约由平常格物来的，新诗每每来自意料之外，即

是说当下观物”。121117何谓“诗的情绪”?用朱英诞的话

言，这种写诗的情思“像一个不速之客来得太突兀，

还没有等思索就来了”。121¨o周作人在<论小诗》中曾

谈N,b诗所需的条件，其中十分强调“诗的情绪”，“本

来凡诗都非真实简练不可，但在小诗尤为紧要，所谓真

实并不单是非虚伪，还须有迫切的情思才行，否则只是

谈话而为诗歌了。我们表现的欲求原是本能的，但是因

了欲求的迫切与否，所表现的便成为诗歌或是谈话。譬

如一颗火必须燃烧到某一程度才能发出火焰，人的情

思也必须燃烧到某一程度才能变成诗料⋯⋯”口145“当下

完成”即是“作诗人一时忽然而来的诗的情绪。因而把

它写下来”，与此相比，旧诗“未必是作诗人当下的感

兴。或者是前几天的事情今夜酝酿起来了，最重要的是

它还有上文，还要有下文”。啪对于“当下完成”说得更

加透彻些，参看废名对郭沫若《夕暮》的赞叹：“这首诗

之成，作者必然是来得很快，看见天上的云，望着荒原

的山，诗人就昂头诗成了，写得天衣无缝”。121岱很显然．

废名提出的这几个概念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也就是说。

诗人并不是自觉去做诗，偶然间，诗人内在的心理与外

在的环境碰撞后。当下便促动、催生了“诗的情绪”“忽

然而来”。这个“诗的情绪”本身就是诗，因而“诗的内

容”便“当下完成”了。从废名对于新诗内容的强调来

看，关于新诗质的要求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当下

性”，一是“诗的情绪”。与此相比，旧诗则缺少这种诗

质。旧诗“总是从实在的经验特别是日常的经验中寻求

素材”。[41懦用废名的话来说“旧诗大约由平常格物来”

的，因而诗人缺少当下突兀而来的饱满诗情，作诗只能

由一点点的触发铺张成篇、酝酿而成。可见，“当下性”

与“诗的情绪”成为区别新诗与旧诗的核心要素。

二、新诗的求“真”与求“诚”

(一)新诗的“质直”、“切实”与表现“个性PP,U性情”等

废名在评价新诗时经常使用这类的词语。如品评

胡适的《蝴蝶》“仿佛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情感，这个情

感又很质直”；陋评《一颗星儿：》“这个诗的情绪非常之

有凭据，作者自己拿得稳稳的，读在纸上也感得切切实

实”；哪称赞沈尹默的《湖上》“这样的诗又能见作者的

个性”；舶评价<月》“作者对于一件事情有一个整个的

感觉，又写得好。表现着作者的性情”。刚类似的这种

说法较为频繁地出现于新诗的评价中。为何废名认为

新诗质直、切实又能见之作者的个性、性情，窥见出诗

人的这种本色呢?其实这与废名所主张的新诗的“当下

性”和“诗的情绪”有内在的关联。由于新诗是“当下观

物”。饱满的、强烈的“诗情”致使诗入“便是将切迫地感

到的对于平凡的事物之特殊感兴，迸跃地倾吐出来，几

乎是迫于生理的冲动了⋯⋯”口l|6那么新诗便“当下完

成”了，故而诗人写下的就是一种“当下的实感”。泖埔显

而易见。这种强烈的诗情带来了“当下的实感”。什么是

“实感”呢?“它就是指写作主体真实的。不带虚伪装饰

的内在体验”。眦《三叶集》是宗白华、郭沫若、田汉三
友人的信函之集。信函中友人们探讨的问题较为广泛，

其中就有涉及新诗的部分。友人关于新诗的见解在某

些层面上正暗合了废名的新诗观，如郭沫若主张，“诗

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我想诗人底心境譬

如一弯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侯，便静止着如一弯明

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

觉，灵感，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涨着的情调。这活动着

的印象便是徂来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的

本体。只要把他写了出来的时侯，他就体相兼备⋯⋯这

种诗底波澜，有他自然的周期，振幅，不容你写诗的人

有一丝一毫的造作。一刹那的犹豫⋯⋯”151比郭沫若的

这一段话不仅揭示了“诗情”构成了新诗的内容而且也

揭示出新诗的“当下性”、“诗情”与“实感”的内在一致

性。所谓的“这种诗底波澜，有他自然的周期，振幅，不

容你写诗的人有一丝一毫的造作，一刹那的犹豫”就暗

含着新诗写下的是一种“当下实感”。郭沫若的新诗作

即是实践了自己的新诗主张。废名对此是十分推崇的。

正是由于新诗的“当下性”与饱满的、突兀而至的“诗

情”致使诗人抒写的是当下的“实感”，那么新诗自然

“质直”、“切实”并且主体真实的性情与内在的灵魂、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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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个性等才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这也正如郭沫

若所说：“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

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谈出来的

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

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底美酿，慰安底天国”。啡1

可见，由新诗的“当下性”与“诗的情绪”引发出“实

感”概念，因而见出新诗的“质直”、“切实”与表现出诗

人的“个性”、“性情”等。

(二)倡导“文艺复兴”

废名非常推崇六朝文和温李派的文章。并且多次

强调“文艺复兴”，以之沟通古今文学，“胡适之先生所

认为反动派温李的诗，倒有我们今日新诗的趋势。我的

意思不是把李商隐的诗同温庭筠的词算作新诗的前

例，我只是推想这一派的诗词存在的根据或者正有我

们今日白话新诗发展的根据了”，邮“我们现在的新诗

是白话诗，但当初新文学运动者所排斥的古典派乃正

是今日新诗的精神了”。御对于废名所钟爱六朝文和
温李派的文章，他在散文与新诗篇章中经常谈及。废名

在《三竿两竿》中开篇道“中国文章，以六朝文章最不

可及”，喜爱之情溢于言表，结语道出了喜爱的缘由

“真的，真的六朝文是乱写的，所谓声香真色人难学

也”。It日3垃．-a4a在《谈用典故》中称赞粱遇春如同庾信一样

。写文章总是乱写，并不加思索”，m并且称这种“乱
写”承续了六朝文的“命脉”，“我说秋心的散文是我

们新文学当中的六朝文。这是一个自然地生长，我们

所歆羡不来学不来的⋯⋯其深厚也正是六朝文章所

有”。啪由此，可以看出废名非常看重“乱写”。而所
谓的“乱写”是指什么呢?是一种自由开阔的气度吗?

接着参看两处文字材料。“六朝文的生命还是不断生

长着，诗有晚唐，词至南宋，俱系六朝文的命脉也”。161

抛废名在<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中说道，“真有诗的

感觉如温李一派，温词并没有典故，李诗典故就是感

觉的串联，他们都是自由表现其诗的感觉与理想，在六

朝文里已有这一派的根苗，这一派的根苗又将在白话

的新诗里自由生长，这件事情固然很有意义，却也最平

常不过的事，也正是‘文艺复兴’，我们用不着大惊小怪

了”。凇至此，一目了然，废名钟爱的瘐信文、温李派的

诗词俱是六朝文的“命脉”，这个“命脉”也就是所谓的

“乱写”即“自由表现其诗的感觉与理想”。通过“乱写”

废名贯通了六朝文至晚唐、南宋诗词以至今日的新诗

和散文。其实，废名看重“乱写”的实质正在于它打破旧

文学凝滞、陈腐的空气，带来一种生命活力与那份出自

性灵的天真即所谓的“生香真色”，因而无论是废名所

喜爱的六朝文还是温李派诗词以及梁玉春的文章都呈

现出一个共同特色：“如此见性情”，艄“都足以见作者
的个性与理想”。晖-这正是废名喜欢“乱写”的真正缘

由，如朱英诞言，“我读废名的作品之感是这样，技巧之

外，真情毕露，即是说寓技巧于感情之中，他所以喜欢

六朝人物唐诗之故，大约就在这JLP$”。[zlrn归根结底．

废名所要追求的是天马行空式“乱写”背后的东西是

“生香真色”、“如此见性情”等，这正是废名倡导“文艺

复兴”所要汲取的营养资源。

(三)新诗的求“真”与求“诚”

无论是废名主张新诗的“当下性”与“诗情”所衍生

出新诗见出诗人的“个性”、“灵魂”，还是他倡导的“文

艺复兴”重在“乱写”背后的“生香真色”，不难看出废名

的新诗观念中强调“真”与“诚”二字。诗歌在起源时。

“真”、“诚”就与之相伴，<诗序)上说：“情动于中而形于

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

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歌在经过干百年

的流变之后已经失去本真的面目。现在废名所做的就

是要回复到诗歌的起源上。废名的文章向来以晦涩难

懂著称，周作人曾经就称废名和竟陵派很相似，作品很

难懂。然而不管废名的笔墨如何。如果仔细留心还是不

难发现。在废名的观念中新诗追求“真”、“诚”的意图很

显豁。他这样称道周作入：“周作人先生在新文学运动

中，起初是他介绍外国文学，后来周先生又将中国文学

史上的事情提出来了，虽然周先生是思想家，所说的又

都是散文方面的话，然而在另一方面周先生却有一个

‘奠定诗坛’的功劳。”册众所周知，周作人一贯标榜自

由主义，是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相应地在文学上，他

主张创作自由，反对思想统一，是典型的“言志派”。在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把文学领域的潮流分为

两种：一诗言志一言志派”与“文以载道一载道派”并且
认为“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文学史。我们

以这样的观点去看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自然也比较容

易看得清楚990岬接着周作入又论证了新文学运动与明

末公安派文学革命趋势的相同。显然，周作人希望推

翻、清除文学道路上的反动势力而使新文学的源流“诗

言志一言志派”再度兴起。这是周作人论证新文学运动
与公安派文学革命趋势相同的显在目的。新文学是“言

志”的。那么新诗的“言志”自然不在话下，所以废名称

周作人有一个“奠定诗坛”的功劳。可以看出废名遵从

了周作人“言志”的主张。“岂明先生到了今日认定民国

的文学革命是一个文艺复兴。即是四百年钱公安派新

文学运动的复兴。我以为这是事实，本来在文学发达的

程度上复兴就是一种革命”，雕新诗追求“真”、“诚”的

观念也就凸显出来了。

新诗求“真”、求“诚”的观念在废名讲解新诗的过

程中，逐渐鲜明地呈现出来。废名在品评湖畔诗人新诗

时鲜明地举出了“修辞立其诚”的旗帜，他说：“中国的

新文学。在自己知道要解放之后，其命脉便在作者依附

着‘修辞立其诚’的‘诚’字。新文学便自然而然的开展

了。”121104当初由新诗的质地而生发出一个“诚”字，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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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反面从“诚”字为新诗的发展开拓道路。湖畔诗社

的几个年轻诗人正是在“诚”的这条道路上开步走了，

废名可喜地称赞他们“读了这样的诗，无论就句子说，

就诗的空气说，仿佛中国新文学的前途很有希望，少年

们挑了新鲜物儿上了市了”。圆他这“新鲜物儿”首先体

现在语言上，“他们写诗的文字在他们以前是没有人写

过的，他们写来是活泼自由的白话文字”。121not与此相

比，旧诗的语言则充盈着陈腐气息。旧诗的价值在于文

字，诗人作诗时只需按谱行事。实现旧诗的这个空调子

即可，因而语言上并无革新。长此以往旧诗的语言系统

已成封闭状态。有研究者指出：“为了和前代作家保持

一致，中国主流文学在长达两干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拒

绝采用人民实际使用的语言作为文学语言。而宁愿重

复前代作家的语言。中国的诗和散文一直是用一种特

殊的二次方的书面语写成的。”141129在此情况下，“活泼

自由的白话文字”扫除了旧诗语言的陈腐气息。带来了

盎然的生气。“活泼自由的白话文字”的功用并不仅仅

在于此，更为重要的是它直接指向新诗的内容层面。由

于旧诗的语言系统已成封闭状态。。一切可说的话都概

念化了，一切的动词形容词副词在诗中也都成了定型

而再掉不出什么花样来了”呻那么旧诗自然不可能表

现出任何诗人真切新鲜的感觉、情绪等等。新诗使用

“活泼自由的白话文字”就是要打开旧诗的枯竭之源，

。使得一些新鲜的动词形容词副词得以重现。而一切语

法也得到无穷的变化；通过这些，因而追求到了从前所

不易亲切抓到的一些感觉与情调”。t婶这些表明新诗

的语言与内容有着内在的统一关系。使用“活泼自由的

白话文字”正是针对旧诗陈腐的语言不能表现出任何

人真切的感觉、情绪这一弊病而对症下药的，它的使用

是为了实现新诗内容的生成，使其能够真切地表现诗

人的感觉、情绪等，这正与废名所追求的新诗的“真”、

“诚”相一致。其次，废名还称赞湖畔诗人“使用了很新

鲜的诗材料，真有生气”。舯这“新鲜的诗材料”是在旧
诗的观照下而提出的，废名指出：。中国的诗的文学，到

宋词为止，内容总有变化⋯⋯这样诗的体裁，其所能表

现的内容大概是应有尽有，后人要再作诗填词，恐怕只

是照葫芦画样，即算作者是天才，也总是居于被动的地

位。体裁是可以模仿的，内容却是没有什么新的了”。昂

前面说过，旧诗是平常格物的，它表现的是日常生活中

的经验，在此情形下，旧诗能够表现的内容空间就较为

逼仄。因此，旧诗内容易于陷入程式化和雷同化的境

地，这也就致使主体的性情、个性都湮没其中。新诗正

是要走出旧诗的牢笼，值得注意的是，。新鲜的诗材料”

应当是来源于诗人当下对生活的发现与捕捉，“新鲜的

诗的材料”带来的是诗人新鲜的生活感受、真实的性情

等。而这对应的正是旧诗中被消解、湮没的主体性东

西，无疑也是新诗“真”、“诚”的要求所促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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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oetry：Pursuing“Truth"and“Honesty"
——An Interpretation of Fei Ming's New Poetic Theory

Ji Kaijin,Ji Kailai

(Schoo]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Wemhou University，Wenzhou325035，ChiI神

Abstract：According to Fei Ming's new poetic theory，new poetry should possess such qualities as“

timeliness”and“emotionality”，which leads to the features of new poetry：“being real”，“being honest”and

。being emotional”．This theory is essentially identified with “Revival of Letters”advocated by Fei Ming

and coincidentally in accord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ursuing“Truth”and“Honesty”for new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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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张桃洲.ZHANG Tao-zhou 重解废名的新诗观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4(2)
    废名的诗和诗论的独特性已为研究界所公认,且近年来获得了较为充分的论述.本文从废名的诗与诗论的文本出发,着眼于废名诗学观念对新诗本质理

解的可能意义,结合废名的诗作及三十年代的诗学氛围,对废名的新诗观重新作出了申说.本文认为,废名关于新诗诗质的要求体现为两点:一是诗的"当下

"性,一是诗的"完全"性,他的讲稿和诗作印证了这两个特点;而废名更为可贵的贡献在于,他充分地觉识到了新诗语言的"散文化"特性,指出应该依据这种

语言的特性来建构新诗的形式,这对新诗本质的理解与未来发展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2.学位论文 郭屈 投身传统：指向现代——对废名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的矛盾的分析 2007
    本文以废名的诗学理论和新诗创作为研究对象，从发现诗论与创作的矛盾入手，结合二者进行分析研究，找出出现矛盾的原因，以矛盾作为突破口

，进一步探讨废名诗学在现代新诗史上的意义。

    本文分三部分来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传统的反叛》，主要以《谈新诗》为主来论述废名诗学理论主张以及在新旧诗的对比中呈现出其诗学理论对

传统的反叛；第二部分《新诗中的传统之音》，这一部分主要是诗歌与诗学理论矛盾展现部分，从诗歌特有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跨越性叙事)以及传统审

美理想(意境的呈现)两个大方面展开，使看似的矛盾得以呈现；第三部分：《新与旧纠缠中的现代性指向》，这一部分主要是以现代性作为突破口，进

入废名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这一矛盾体的内部，来深入探讨废名诗论与诗歌的现代性意义，分别从情绪、节情、幻想与梦、境中之“心”四方面展开论

述，在其现代性意义的揭示过程中，显示出废名在中国现代新诗领域里力图走出一条有别于胡适所主张的新诗现代化的道路，彰显废名新诗理论在现代

诗歌史上的价值。

    在研究方法上，本人主要采取了对比研究的方法，在废名的诗学理论与新诗创作的大对比中，还包含了新诗与旧诗、废名诗学与胡适诗学的对比研

究。意在通过对比更好地将废名诗学的现代性意义予以彰显。

3.期刊论文 焦敬华.JIAO Jing-hua 浅析废名的《谈新诗》 -惠州学院学报2008,28(1)
    《谈新诗》是中国新诗理论与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废名通过对众多诗的细读与比较分析,阐明了其新诗观的核心"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主张新诗

的"普遍性与个性"的妙合、"当下性与完全性"的平衡.《谈新诗》的写作走的是中国传统点评式、感悟式的路子,虽存在着某些认识上的偏误,但对当下诗

歌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4.期刊论文 陈茜.CHEN Qian 飞扬与静观——闻一多与废名的新诗批评比较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0,29(2)
    闻一多与废名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学者、作家兼诗评家.闻一多直接参与了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和评论,持续到1940年代;1930年代的废名

身为北大教师,选择了十余位现代诗人作为讲课内容,鉴赏新诗,提出新诗批评标准.在中国现代诗歌批评史上,二人都有其独特贡献.对比二人评诗观念、

标准、风范及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等,可探究他们诗歌批评的价值,以及对中国现代诗歌批评的推进作用.

5.学位论文 陈时君 废名诗学理想研究 2006
    在中国的现代作家中，废名是一个相当独特的存在。他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陆续对新诗存在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极富创见的主张

。虽然这位沉默的哲人的思想和观点的独特性现在已为学界所公认，但当时并没有在诗坛上产生应有的影响。本文从废名的诗与诗论的文本出发，着眼

于废名的诗学观念对新诗本质理解所可能产生的意义，并结合废名的诗作及三四十年代的诗学氛围，对废名的诗学理论作出尽可能详尽的解说。

    本论文共分三章。第一章主要阐述了废名关于“什么样才是新诗”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废名在其诗论集《谈新诗》中思考的焦点问题，也是本论文

的重点。本文认为，废名是从内容和形式这两方面来探讨关于新旧诗的本质的区别的，即新诗的内容是诗的，其文字则要是散文的；旧诗的内容是散文

的，其文字则是诗的。废名所谓的“诗的内容”，是指诗人一时忽然而来的一种诗的情绪，其核心要素是“真情实感”，具体表现为：一是诗意充足

，二是能表现作者的个性。而旧诗，在废名看来，是缺乏真情实感的，它是由“情生文、文生情”敷衍开来的，其内容是散文的。废名所谓的“散文的

文字”是指新诗是自由诗，应该破除对“诗的文字”的迷信，采用正常的散文的文法，像“温李”一样能自由驾驭语言，表现诗的感觉与理想。废名对

新诗的语言提出三点要求，即一要能化古化欧，二要能表达诗化，三要注意语言的锤炼。本章从废名关于新旧诗的内容与形式出发，并结合具体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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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以及废名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进行分析评述。

    第二章是次重点，主要阐述了废名关于“新诗应该怎么写”的问题。本文认为，废名在其诗论中提出了三个写作方法，即即兴、写实和乱写。废名

认为中国旧诗人往往缺乏个性，作品因袭模仿的多，缺乏创造的活力，因而他要求新诗有一个“当下完全的情绪”。另外，废名认为中国传统诗歌既缺

少完全写实的篇章，也缺少像“温李”一样基于想象的幻想性的篇章。所以废名把这三种方法作为新诗写作的基本方法。本章从废名关于新诗本质要求

的两点即“当下性”与“完全性”出发，并具体结合废名本人的诗作逐一进行论证。

    第三章是非重点，主要阐述了废名关于“新诗应向何处去”的问题。废名认为新诗将是“温李”一派的发展。白话新诗发展到三十年代，新诗面临

的已不再是白话与不白话等诗歌语言层面上的问题，而转变成为新诗自身的生存发展与美学建设的需要等问题。一方面“温李”朦胧、雅致的诗风契合

了以废名为代表的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们所推崇的“温李”诗词的格调另一方面，“温李”语词的新鲜组合、诗思的飞跃灵动和意境的深邃纯美以及所

显示出的奇诡想象和敢于创新的精神等等，合乎他们关于新诗要大胆构造的设想。因此，废名说：“胡适之先生所认为反动派‘温李’的诗，倒似乎有

我们今日新诗发展的趋势。”他进而推想将“温李”一派的“根苗”接种在现代主义的苗圃里，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章从新诗的发展之路

入手，并结合三十年代的诗学氛围，对废名的主张进行了详细探讨。

    最后，在结语部分中指出了废名诗学理论的重要意义与令人遗憾之处。

    本论文在各章具体的论述中，结合具体的诗歌文本，将废名的诗学理想与中国古代诗学传统进行历时性的比较，同时与当时其他的新诗学理论进行

共时性比较，并在比较中指出废名诗学理论的价值与缺失。

6.期刊论文 赵黎明.ZHAO Li-ming 论废名的生命诗学——以《谈新诗》为例 -北方论丛2010(5)
    废名论诗具有浓郁的生命诗学色彩,集中体现在<谈新诗>讲稿中:坚持情感本位,突出情感的自然、活泼、饱满等活跃的生命形态;重视感兴作为诗性

生命发动的枢纽地位,突出感兴的当下性、偶发性、直觉性以及对诗意的瞬间捕捉;文辞、格律、典故等等均须以能否自如、完整传达诗性生命为限,"横

竖乱写"的自由创造精神乃是新诗的最高艺术境界.这种以情感与诗性为核心、以感兴为枢纽,超越古今、超越新旧、超越文字的诗学思想对新诗建设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7.期刊论文 李卫涛 废名对初期新诗三条实验路径的论析 -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2,20(1)
    初期新诗有三条实验路径:白话自由诗;古典诗歌影响下的格律化诗;倾向欧化的诗歌.废名在其诗论中对这三条试验路径分别作了剖析、批评.

8.学位论文 李凤 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废名新诗理论研究 2004
    本文从总体上归纳总结了废名新诗理论的基本观点：废名十分重视诗歌表达心灵的抒情本质，强调“诗的内容”作为新诗的根本，强调“自由表现

”作为新诗的表现手法和美学追求，强调新诗“整个的”“完全的”审美风格。废名对于新诗理论的探索是多层面的，他主动自觉地审视中国传统诗歌

，以自己的审美原则做出了新诗理论的选择，在体现了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深度回归的同时，废名新诗理论也显示了一定程度的现代派诗歌艺术的特

征。

  废名的新诗理论与中国古代传统诗学观念的精神关联主要表现在：废名认为“诗的内容”来自于诗人心中的诗情诗意，所以提倡“诗见性情”，这一

主张延续了古代诗论“诗言志”的传统流脉。

  废名站在一个诗人的立场，以其诗人原创的特质和“修辞立其诚”的真诚批评态度，形成了开放性的理论框架，其新诗理论同时具有的传统性和现代

性二重性特征也启发了从东西融合的角度研究探索中国现代新诗的理论视角，对于新诗发展过程中如何融合东西方诗歌艺术、保持民族性和传统性、不

断走向现代化都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9.期刊论文 郭屈 "画幻想"与"画梦":废名新诗中的心理时空观 -时代文学2009(18)
    度名新诗呈现出的意象跳跃与自由联想的特点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具有很大相似性,新诗中隐涵了独具特色的现代心理时空观,并运用诗意而形象的

独特方式"画幻想"与"画梦"来展现具有现代主义特点的内在心理时空观.

10.期刊论文 张鹏.ZHANG Peng "文生情,情生文"——浅谈废名的诗学理论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10(4)
    废名不仅是新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而且也是重要的新诗批评家.其诗论集<谈新诗>是中国新诗理论与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在新诗性质论上

,重视新诗的内容,主张"普遍性与个性"的妙合;在新诗创作论上,对"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天籁"式、"灵感"式创作方式极为推崇.这些主张在新诗

批评史和新诗理论建设史上都有其极其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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