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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神秘的个性令英语世界着迷了一百八十多年。 他的生平境遇令人唏嘘，他的思想成就丰饶多样，他
的三种不同职业性质非凡，这一切都使他成为英国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同时又难以捉摸的人物之一。 在这本权威评传中，沃尔
特·杰克逊·贝特揭示了柯尔律治广泛的兴趣和才华，探索了他作为一位主要诗人、重要文学评论家和解读者、现代开创性宗教
思想家的综合成就的内在统一性。

[作者简介]

沃尔特·杰克逊·贝特
（Walter Jackson Bate,1918-1999）

哈佛大学教授，荣休。 著有《济慈
的风格演化》《从古典到浪漫： 十八世
纪英格兰审美趣味的前提》《塞缪尔·
约翰生的成就》《约翰·济慈传》《柯尔
律治》《历史的负重与英国诗人》《塞缪
尔·约翰生传》等。 其中《塞缪尔·约翰
生传》获 1978 年度普利策奖、美国国
家图书奖、全美书评人协会奖。

作为批评家的柯尔律治

《柯尔律治评传》
（美）沃尔特·杰克逊·贝特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三十岁到四十三岁的那些年月，连
同随后在海格特的三年，无论柯尔律治多
么痛苦，他还是走出来了，跻身文学史上屈
指可数的最伟大批评解读者之列。鉴于他
作品的零散和对别人见解的借用，有人对
此持保留意见，但这并无大碍。如果说他比
多数批评家易受攻击，他在别的更重要方
面也超然绝俗；若是他暴露了自己更多的
缺陷，部分是因为他做了更多尝试。
论智力资源，他的智识力、想象力和情

感力都极其强大。这些品质在别人身上只
会单独出现，偶有结合也是小规模浅层次，

在他身上却深度结合且高度活跃，使他成
为几乎绝无仅有的批评家。首先，在哲学深
度上他超越了其他任何英国批评家。要想
有真正的可比性，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转向
德国。德国在十八世纪末期重新诠释了文
学和艺术，具有开创性影响。我们像柯尔律
治一样受惠颇多，却也像他那样，在承认德
国影响时显得健忘或满不在乎。与此同时，
柯尔律治拥有一般的艺术理论家身上罕见
的品质：他能密切而实际地掌握形式和风
格，直接感知具体的事物。就此而言，英国
的经验主义批评，无论有何理论弱点，都是
无与伦比的。英国文学史上有着其他国别
文学无法媲美的一系列诗人—批评家，从
菲利普·锡德尼爵士菲利普·锡德尼爵士
(Sir Philip Sidney, 1554—1586),伊丽
莎白时代的诗人、朝臣和学者，其作品包括
十四行诗集《爱星者和星星》（Astrophel
and Stella） 和批评理论 《诗辩》(The
Defence of Poesy)。到本·琼生，德莱顿约
翰·德莱顿 （John Dryden, 1631—
1700）,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全盛时代的诗
人、剧作家和批评家。他是英格兰首个桂冠
诗人，最著名的作品包括喜剧《时尚婚姻》
（Marriage à la mode）和英雄对偶句
讽喻诗《押沙龙与阿奇托菲尔》（Absa-
lom and Achitophel）。德莱顿的文学批
评著作有《论戏剧诗》和《悲剧批评的基
础》。他被约翰逊称为“英国文学批评之
父”。艾迪森约瑟夫·艾迪森（Joseph
Addison, 1672—1719），英国诗人、散文
家、戏剧家和政治家，与理查森·斯蒂尔合
编《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而著
称。约翰逊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常被称为约翰逊
博士，集文评家、诗人、散文家、传记家于一
身。他花了九年时间独力编出一部《英语大

辞典》。詹姆斯·鲍斯威尔后来为他写的传
记《约翰逊传》记录了他后半生的言行，使
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莎士比亚集》序
和《诗人传》包括了约翰逊的主要文学评
论。华兹华斯，雪莱和阿诺德，乃至艾略特，
而柯尔律治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需要强
调的是，一般而言，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需
要的兴趣或才华迥异，但在柯尔律治身上，
它们不仅强化彼此，延展彼此，还形成合
力，产生了比各自相加更伟大的成果———
某种在“类别”和“程度”上都不同的东西
（借用柯尔律治最喜爱的区分之一），那就
是见多识广的机智得体，把知识、富有想象
力的洞见和他自己的思考融合，形成习惯
性的情感。
第三是柯尔律治广博的智识。除了文学

和哲学以外，他在诸多研究领域都博览群
书。在现代文学批评家中，只有英格兰的约
翰逊和德国的歌德及施莱格尔兄弟奥古斯
特·施 莱 格 尔 （August Wilhelm
Schlegel, 1767—1845）和弗里德里希·施
莱 格 尔 （Friedrich Schlegel,1772—
1829）,德国早期浪漫派的领军人物，在文
艺批评、古典学、语言学等领域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就，在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研究
和评论方面也有杰出贡献。能在学养层面与
其相提并论。就像培根在《学术的进步》中
所言，“在平地上”不能有任何发现，“如果
你只站在目前科学的水平之上，也同样不可
能使任何科学发现往横向或纵深发展”。
我们还要指出两种性格特质，它们当

然阻碍了他的其他工作，但在这里却有极
高的价值———当然，这只是因为它们现在
可以被真正有才智和想象力的天才所拯救
和利用。一个是他柔韧共鸣的天性，总以惯
常又热切的开放心态为别人的成就和事业
鸣锣开道。（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他

的批评散文中会经常释放出强劲的措辞、
精彩的比喻，远比他绝大部分诗歌中的要
多。）第二个是这一事实：他在许多不同的
方面，都像约翰逊一样，是一个深度分裂的
灵魂。这两种品质尽管在柯尔律治身上密
切相连，通常并不同时出现。事实上，自我
分裂往往会违背共情的开放性和普遍性，
导致自我防御的僵化，就像我们在精神分
裂症患者身上看到的那样。我们从而多了
一个理由去推测，在柯尔律治身上，自我分
裂更有可能是替代感受的结果，而非反之。
对柯尔律治而言，他会拥有更广泛的心灵
原料，更肥沃的体验和共情土壤去加工创
造。没有哪个批评家，既在文学技巧上如此
老道，又对艺术本质有深刻的哲思，还能对
平凡质朴、置身事外的人如此开放。没有哪
个评论过文学或广义艺术的人，对哲学主
体的诉求（无论是唯心主义的还是英国经
验主义那种）有更直接而深情的感受，更哲
学化的理解，同时还对哲学客体的具体或
技术性的要求有如此牢固的把握。同样有
意义的，还有古典的和浪漫的，抽象理想和
具体过程，理性和情感，象征和直接表达，
形式和摹仿，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的头脑
如一个剧场，总在上演戏剧，试图结合它
们, 设想它们存在于积极的相互作用与同
化中。
最后，正如我们在他的随笔和信件中

发现，他日复一日在自己身上要面对的，是
各种各样的洞见、兴趣、钦佩、同情,还有因
他未能达到自己所看重的标准而产生的自
责；他试图振作起来开始行动、整合洞见，
同时葆有哲学的丰富以及心灵情感的直接
坦率，在此过程中他也获得了一种心理洞
察力，它关乎创造性头脑的本质，不曾被任
何其他作家拥有，抑或如雪泥鸿爪无迹可
寻。

一七九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下午，华
兹华斯、多萝茜和柯尔律治开始了短途的
徒步旅行，沿着布里斯托海峡南岸漫步。在
这次旅行中，还有随后的几个月里，柯尔律
治作为诗人面临的一些心理问题被暂时搁
置转移，或派上不曾预料的绝妙用场。
柯尔律治和华兹华斯此前计划合写一

首诗卖给某个杂志，用以支付这次旅行的
开销。合作双方的兴趣有了交汇点。这首诗
得是一首民谣，是华兹华斯钟情的简单而
传统的形式。但是为了取悦柯尔律治，它也
要包含探索的主题。关于这点，柯尔律治想
到了邻居约翰·克鲁克香克告诉他的一个
梦境，有“船的骨架，上面还有一些人”。他
也在重新考量社会的弃儿：那些因考虑不
周或犯下无心之过的罪人，像流浪的犹太
人 流 浪 的 犹 太 人 （the Wandering
Jew），相传耶稣在受难的路上，遭受一位
犹太人的嘲弄，于是这位犹太人被诅咒在
尘世行走，直到耶稣再次降临。该传说从十
三世纪开始在欧洲传播，逐渐有了不同的
版本，各版本中犹太人的性格和轻慢行为
有所不同。，文学作品里比比皆是。他当然
对这些人感兴趣，但是要想为他们辩护是
不可能的，起码这时不能。“流浪的该隐”
该隐（Cain）是《旧约》中亚当和夏娃被逐
出伊甸园后生下的儿子，出于嫉妒杀死了
弟弟亚伯，因此被上帝流放。社会弃儿的原
型，则是更好的主题。罪责是理所当然的，

不会涉及任何道德问题。柯尔律治提议以
此作为合作的主题，华兹华斯不感兴趣。他
自己静心一想也索然无味。这个主题能写
出什么呢？该隐确实犯有谋杀罪。减轻罪行
的戏剧是不可能的，至少对于柯尔律治来
说不行，尽管后来拜伦能够写出。他们一笑
了之，放弃了这个主题。然而华兹华斯当时
在读谢尔沃克的《航行记》乔治·谢尔沃克
(George Shelvocke, 1675—1742),曾是
英国皇家海军军官，在 1723 年根据自己的
经历写了一部《经由大南海环球航行记》，
书中提及他的一位船长在南美洲南端的合
恩角附近射杀了一只信天翁。里面提到信
天翁是一种能带来好运的大鸟，能从南极
飞来停在船上；有个人杀死了一只信天翁，
从而招致了这地区守护神的报复。
他们一起沿着海岸漫步时，想出了关于

民谣的计划，如能完成便可连同华兹华斯的
其他诗歌一起发表（这对柯尔律治而言既
是保证又是激励）。柯尔律治对这个想法兴
趣浓厚，想象丰饶。华兹华斯后来说，他觉得
自己要是贡献部分诗句会显得冒昧唐突，索
性退出“一项我只能成为累赘的任务”。他
们结束旅行回到家时，柯尔律治对这主题更
加痴迷。他感觉华兹华斯和多萝茜的眼睛都
在盯着他，便持续写作了几周，专心致志的
程度在他的作家生涯里堪称罕见。这种专心
直到二十年后才再次出现———他在绝望之
中逼迫自己写出了《文学生涯》。

柯尔律治这次的处境，以其特有的方式
似曾相识，总体而言又绝然不同：与他以往
的写作方式不同，与他通常认为自己该用的
方式不同，也与华兹华斯不同。他发现自己
在写诗方面完全无法和华兹华斯媲美，这也
带来一种乐趣：诗歌这块天地就可以完全交
由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只在一旁充当哲学助
手和总体的勉励者。他想帮助鼓励华兹华斯
写出对时代更有现实意义的诗歌：这种诗使
用通俗的语言，熟悉的形象和质朴的情感，
深思而熟虑（与柯尔律治的冲动不同），而
且最重要的是（这里柯尔律治感到自己最
欠缺）结合了道德端正和个体自信。
柯尔律治鼓励华兹华斯，帮助他找到

进一步澄清自我的理由，也为他们之间著
名的分工奠定了基础———他自己将扮演次
要角色。结果是柯尔律治写出了《老舟子
吟》《克丽斯特贝尔》和《忽必烈汗》，它们
的主题、旨趣、风格乃至整体构思，几乎都
是华兹华斯的对立面，也与他自己此前的
诗风迥异。如果说柯尔律治急于扮演次要
或者更专业的搭档，似乎为自身制造了局
限，但同时对他也是真正的松绑。他天性易
被泛滥的同情所累，在相互冲突的抉择面
前容易犹豫不决。对于这样的个性，任何形
式的局限都有一种优势。这种特殊形式的
局限成果尤其斐然，哪怕只是短期效应。酝
酿每行诗时，不用顾忌道德或宗教审查，技
术性要求（有关情节、气氛、主旨、韵律）变

得至关重要。他习惯要去证明作者的个人
善意，这点即便没被麻痹，也变得明显无
关，直至他写到《克丽斯特贝尔》中途。
这时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暗示柯尔

律治的创作能量如何被长期压抑，他的其
他诗歌也未能将其释放。他的阅读量无与
伦比，只有一小部分被发掘并充分利用（我
们谈到他的阅读时要记住，他此时不过二
十几岁，年近三十）。对这个主题的详细阐
释要看最伟大的文学侦探研究，约翰·列文
斯顿·洛斯的《仙那度之路》（1927）洛斯
主要关注的是《老舟子吟》和《忽必烈
汗》。亚瑟·H.内瑟科特在《特里耶梅因之
路》中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了《克丽斯特贝
尔》。它堪称文学研究的一座丰碑。在长度
相当的任何其他诗作中，人们从未发现如
此广泛的阅读被突然释放。在完成《仙那度
之路》之前的十五年和之后的二十年，洛斯
试图以同样的手法分析其他诗人（他自己
的阅读在二十世纪也是无与伦比，涵盖了
自希腊和希伯来以来的所有主要文学）。但
是这位最伟大的文学侦探经常承认，他找
不到类似的例子。《仙那度之路》出版四十
年来学者们的集体努力也证明了这点。艾
略特的《荒原》偶尔被提起作为有趣的参
照，但是并无真正可比性，因为那里使用的
文学呼应和典故是刻意的手段。只凭这点
而言，柯尔律治的这三首诗也堪称奇崛。

（略有删节）

柯尔律治与华兹华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