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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勃朗宁诗歌的爱情理念
刘新民
渊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外语系袁江苏 连云港 圆圆圆园园远冤
摘

要院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著名的诗人之一，
理念新颖，在维多
勃朗宁的诗歌题材广泛，

利亚诗坛独树一帜，
其重要的诗歌主题便是男女爱情。勃朗宁认为，
爱情至善至美，因而是人类存
在的最高形式，
但他同时认为，爱情绝不可能脱离生活现实而存在于虚幻或真空之中。换言之，世
男女双方具有独立的个性、
思想和诉求，
无论怎样心心
上绝没有超现实的、
完美无缺的爱情。再者，
相印，情投意合，
都不可能超越生活的制约，
抛弃一切去追求不切实际的所谓
“完美爱情”
。勃朗宁
的爱情不完美论是对传统爱情理念的挑战。
关键词院勃朗宁；
诗歌；
爱情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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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窑勃 朗宁 渊员愿员圆原员愿愿怨冤是 英国 维多 利亚

时期与丁尼生齐著名的大诗人遥 国内外文评家常称
其为诗坛奇才袁皆因其诗理念独特尧新颖袁极具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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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更纯洁要要
要则尽在姑娘的吻里遥 诗人写道院

宇宙间最闪亮的真理尧 最纯洁的信任要要
要所有

这一切袁对于我

气息曰题材广泛尧丰富袁颇令世人激赏袁而其最重要的

尽溶于一个女孩的亲吻之中遥

诗歌主题之一便是男女爱情遥 勃朗宁对女性的观察

不难看出袁大美溶于爱袁爱情至高无上即是诗人

细致入微袁对女性的理解甚为深刻渊这在维多利亚诗
坛上无人可及冤袁因而女性成了他诗歌创作的主要灵

要传达的人生真谛遥
勃朗宁爱情至上的理念在其独白诗 叶废墟中的

感之一遥 他在 员愿缘缘 年发表的重要诗集即题为野男人

爱曳渊蕴燥增藻 葬皂燥灶早 贼澡藻 砸怎蚤灶泽冤中亦得到充分印证遥 在

和女人冶渊酝藻灶 葬灶凿 宰 燥皂藻灶冤遥 因此袁勃朗宁亦有野爱情

这首诗中袁 勃朗宁先用四个诗节描绘了一座昔日古

诗人冶渊葬 责燥藻贼 燥枣 造燥增藻冤之美称遥

城的雄伟壮丽院

从勃朗宁所创作的大量的爱情诗来看袁他一生

这里曾有桂殿兰宫

崇尚爱情袁视爱情为人世间最美好尧最纯真的情感袁

矗立高耸曰

因 而 是 人 类 生 存 的 最 高 形 式 遥 叶 至 善 曳 渊杂怎皂皂怎皂

也有青堂瓦舍

月燥灶灶怎皂冤 一诗则是勃朗宁这一爱情理念的集中体

百门深锁曰

现遥 野至善冶渊贼澡藻 澡蚤早澡藻泽贼 早燥燥凿冤对不同的人自然有不

白玉城墙坚固宽阔袁

同的内涵遥 基督教徒的至善是拯救灵魂袁政治家的

可容成排的士兵通过遥

至善或许是社会变革袁文学家的至善则可能是扬善

与此同时袁 诗人相像在夕阳西沉袁 大地苍茫之

惩恶曰而在勃朗宁看来袁至善则是神圣的爱情遥 在这

时袁他的情人在急切地等他归来院

首诗中袁诗人开篇饱含深情袁盛赞人间之美院蜜蜂汇

有个长发姑娘袁

聚了岁月全部的芬芳与繁茂袁 宝石凝聚着矿藏全部

在等候情郎曰

的美妙和富裕袁而珍珠的内核汇集了大海全部的阴影

她痴痴地张望

和闪光遥 接着袁诗人笔峰一转袁直抒胸臆院远胜蜜蜂尧宝

期待我的到访曰

石和珍珠的真理和信任要要
要它们比宝石更闪亮袁比

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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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院刘新民渊员怨缘园原 冤袁男袁湖南邵东人袁教授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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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静默无语袁

无缺的爱情遥首先袁相爱的男女双方是两个迥然相异

双手搭在我的肩上袁

的个体袁具有不同的家庭背景尧教育程度尧生活经历曰

双眼凝视我的脸庞袁

更具有独立的个性尧思想尧诉求和抱负曰而男女双方

我们热情高涨袁物我两忘袁

无论怎样心心相印袁情投意合袁都会受到种种生活现

情深意长 遥

实要要
要生活的甜蜜尧苦痛尧挫折尧灾难等的影响和制

咱员暂

这里袁诗人刻意将古堡的壮丽之景与情人的期

约袁因而不存在虚无缥缈尧不切实际的所谓野完美爱

盼之情相提并论袁两相对照袁并在诗的结尾袒露心

情冶袁或超现实的爱情遥

声院古堡的雄伟暗藏了数百年的愚蠢尧喧嚣和罪恶袁

而停滞则意味着死亡袁只有通过奋斗袁方可求生存袁

而人间真爱则是那样至善至美袁至高无上要要
要野爱情

求发展袁生活才充实袁才有意义遥 勃朗宁的爱情观符

是最美好的冶遥

勃朗宁爱情至善尧至美尧至上的理念是其人生感

其次袁完美即意味着停滞袁

合事物发展的规律袁应在野情理之中冶曰但很少有人如
此阐释爱情袁却又是野意料之外冶遥

悟的结晶袁蕴含着诗人浓郁的感情浆汁遥 惟其如此袁

在勃朗宁的爱情诗中袁叶夜半相会曳渊酝藻藻贼蚤灶早 葬贼

任何残害女性尧亵渎爱情的行径均为勃朗宁所深恶

晕蚤早澡贼冤与叶清晨离别曳渊孕葬则贼蚤灶早 葬贼 酝燥则灶蚤灶早冤这 两首 爱

痛绝袁从而进一步彰显了他爱情至上的观念遥 这方

情独白诗是勃朗宁阐述其爱情不完美论的典型 诗

面最为典型的范例便是其戏剧独白诗叶我的前公爵

篇袁在勃朗宁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袁历来为评家

夫人曳渊酝赠 蕴葬泽贼 阅怎糟澡藻泽泽冤遥 在这首诗中袁勃朗宁辛辣

称誉遥

地讽刺了诗中独白者费拉拉公爵的褊狭尧虚伪袁无情
地抨击了他残害前公爵夫人的罪行遥
本诗开篇袁诗人借公爵之口便向读者直言公爵
夫人已不在人世院

夜半相会咱圆暂
灰蒙蒙的海袁一带黑色的陆袁
大而黄的半个月亮低悬天边遥
浪花儿朵朵从睡梦中惊跳袁

墙上这幅画便是我的前公爵夫人袁

化作小圈儿无数袁磷火闪耀遥

看起来就像活着一样遥

我驾小船驶入小小的海湾遥

接着袁诗人亦通过公爵道出公爵夫人的死因袁揭

就在泥泞的海涂稳稳刹住遥

露了公爵多疑尧虚伪尧残忍的丑恶面目遥 公爵怀疑前
夫人与为她画像的画师有染袁指责前夫人举止轻浮袁

在带海腥味的滩头走一哩路袁

目光瞟闪袁对谁都笑袁见谁爱谁袁且对公爵家族九百

越过三块田袁一座农庄出现遥

年的贵族门第不以为然遥面对前夫人的野轻佻放荡冶袁

窗玻璃上轻弹袁嗤的一声摩擦袁

公爵终将其残忍杀害院

擦燃的火柴喷出一朵蓝花遥

这种情况愈发严重袁我便下令曰

又惊又喜的一声呼袁但这呼唤袁

于是袁一切微笑消失殆尽遥

早被两颗心同跳的声音盖住浴

本诗的精妙之处便在于反讽的运用院公爵在贬
斥其前妻的过程中袁不仅进一步暴露了自己褊狭尧猜

清晨离别咱猿暂

忌尧凶残的本性袁同时也在无意中描绘了其前妻纯

绕过岬袁大海突然来迎接袁

洁尧友善尧活泼的可爱形象遥反讽的运用袁抑或在无意

太阳从山顶上透出来注目院

中揭示正反人物的性格正是勃朗宁戏剧独白诗的一

他面前是一条笔直的黄金路袁

大特点袁亦是其对维多利亚时期戏剧独白诗的重要

我面前是需要男人的世界遥

贡献遥 就主题而言袁诗中前公爵夫人的死显然表达

这两首诗本为一首袁最初以叶夜与晨曳为标题发表

了勃朗宁对凋零的爱的无限惋惜和对摧残爱情的刽

在 勃 朗 宁 自 办 的 叶 铃 铛 与 石 榴 曳 渊月藻造造泽 葬灶凿

子手的无比愤慨袁从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进一步强化
了其爱情至上的理念遥
勃朗宁在其爱情诗歌中除了传扬爱情至上的理

孕燥皂藻早则葬灶葬贼藻泽冤袁 系列文学作品集的第七集中袁 后在
员愿源怨 年 出 版 的 叶 戏 剧 传 奇 与 抒 情 诗 曳 渊阅则葬皂葬贼蚤糟
砸 燥皂葬灶糟藻泽 葬灶凿 蕴赠则蚤糟泽冤中改为现在的两首诗遥

念之外袁尚有另一理念尤值得探讨袁即其爱情不完美

这两首诗就主题和意象而言袁可谓设计巧妙袁丝

论渊蚤皂责藻则枣藻糟贼蚤燥灶 蚤灶 造燥增藻冤遥在勃朗宁看来袁爱情尽管至

丝入扣袁堪称勃朗宁诗作中的精品对诗遥第一首诗写

善至美袁但爱情绝不可能脱离现实生活而存在于虚

小伙子和姑娘夜半幽会遥 大海灰暗袁大地漆黑袁小伙

幻或真空之中曰换言之袁世上绝没有超现实的尧完美

子借助夜色袁在夜深人静之时驾轻舟在海面疾驰袁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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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情人居所袁与她相会遥 途中不时惊醒熟睡的微波

希腊天文学中袁太阳常被人格化袁以男性野澡藻冶为其代

细澜遥 这里袁灰暗的大海尧漆黑的大地和从梦中惊醒

称袁而从不以野蚤贼冶称之曰而在古希腊神话中袁亦有太

的浪花等意象均衬托出情人幽会的静谧尧私密和急

阳神阿波罗每日乘坐马车延一路线巡游之说袁 自然

切曰而月亮这一意象的使用则更为有趣遥 诗中的月

以男性野澡藻冶称之袁由此应可理解第三行的意境 咱苑暂遥

亮不是皓月当空袁明净皎洁袁而是野大而黄冶袁野低悬天

勃朗宁的爱情不完美论是对传统的爱情和婚姻

边冶袁如灯笼般指引小伙子前行袁为他私会情人推波

理念的挑战遥 如前所述袁古往今来袁文坛诸贤均视爱

助澜遥

情为神圣的殿堂袁绝无不完美之理遥 例如袁英国文坛三

本诗第二节的情人幽会写得更为生动尧传神院小
伙子轻叩窗玻璃袁屋里的姑娘立即划着火柴袁在惊喜

姐妹之一的艾米丽窑勃朗特在其传世之作 叶呼啸山庄曳

中将男女主人公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爱情描绘成两

与恐惧之中袁两颗狂跳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遥 诗人

颗灵魂的合二而一尧交融渗合袁并让凯瑟琳呼喊出野我

对小伙子和姑娘幽会的描述甚为简洁袁到此戛然而

就是希斯克夫冶的旷世之语遥 显然袁勃朗特的爱情观与

止袁可谓含蓄蕴藉袁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袁令人回味无

勃朗宁的爱情不完美论相去甚远袁不可同日而语遥

穷袁拍案叫绝遥

至于爱人间卿卿我我袁如胶似漆袁离别时怅然若

第二首诗是第一首的续篇袁写小伙子次日清晨

失袁愁肠百结则更是司空见惯袁俯拾即是遥 举几例则

返归路上的情景遥 这里袁以太阳为主导的意象与前

明院 英国浪漫派大诗人柯勒律治曾在 叶伤心的经历曳

诗以月亮为主导的意象形成鲜明对照袁一扫前诗阴
沉尧晦暗的氛围袁展现出一幅晴朗尧明媚的景色遥 首
行 野饶过岬袁 大海突然来迎接冶 给人以豁然开朗之
感袁接着出现的太阳意象院洒满朝霞的山峦和笔直的
野黄金路冶则显示小伙子心胸豁朗袁并未沉湎于男欢
女爱之中袁亦未因离别而浓愁难消袁心中苦涩遥 末行

渊栽澡藻 杂葬凿 栽葬造藻冤咱愿暂员园愿 一诗中叹道院

相逢袁相知袁相慕袁然后相别离袁
这是许多人伤心的经历遥
拜伦亦有此等伤感之作袁 如 叶我们俩分别时曳

渊宰 澡藻灶 宰 藻 栽憎燥 孕葬则贼藻凿冤咱愿暂圆圆园院
我们俩分别时

则揭示小伙子对爱情与事业二者关系的态度遥 值得注

默默地流泪袁

意的是袁 这两首诗中小伙子的活动方向截然相反袁且

两颗心一半裂碎袁

均由各种自然意象表达遥 第一首诗中袁小伙子经由大

因为即将多年相违袁

海尧沙滩尧田野尧农舍而最终投入情人的怀抱曰第二首

你的面容苍白冰冷袁

则相反袁小伙子是离情人而去袁经海峡尧山峦尧黄金路

更冷的是你的吻曰

直至野男人的世界冶遥 可见袁情人和男人的世界是小伙

那时刻真的预兆着

子两次活动的不同终点袁但同为小伙子生活轨迹的两

今日的伤心遥

个归宿袁二者同等重要袁缺一不可遥 或者说袁小伙子需

这类写悲欢离合最典型袁 与勃朗宁两首诗在结

要爱情袁需要情感的慰藉袁此为人性使然曰同时袁小伙

构尧意境方面最为切近袁然而主题截然不同的诗篇当

子亦需要投入野男人的世界冶袁需要工作以维持生计袁

数德国大诗人歌德的名篇叶欢会和离别曳咱怨暂遥 在该诗

并实现其自身的价值袁此为生存使然遥 由此袁爱情受人

中袁男主人公野心房里烈焰腾腾冶袁星夜快马加鞭袁赶

的个体性尧独立性及生活现实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

去与女友相见遥 待两人欢会袁男主人公心神激荡袁喜

约而显示其不完美性即可不言自明遥

不自胜院

顺便提及袁对此诗的独白者是女方还是男方曾

见到你袁你甜蜜的眼光

有过争议袁一说第三行中的野他冶指男方袁而第四行中

就灌给我柔和的欢喜曰

的野我冶为女方袁因而本诗独白者为女方 遥 窃以为此

我的心完全在你身旁袁

说不妥遥 首先袁若野我冶为女方袁即意味着一个男人尚

我一呼一吸都是为你遥

不能使这女子满足袁她需要整个野男人的世界冶袁那她

然而袁两人清晨离别时却是柔肠百转袁惆怆伤怀院

便是个十足的荡妇袁两首诗的主题和意境也因此而

随着熹微的晨曦袁

被破坏殆尽袁这显然不是勃朗宁创作此诗的意图 遥

离愁已充满我的心中院

其实袁勃朗宁本人对此问题亦曾作过解释遥 他指出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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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袁主人公以为爱的欢乐是持久的尧永恒的袁但在第

以上三首诗均写情人离别袁其离情之悲苦袁与勃

二首诗中袁他承认这种欢乐瞬息即逝 遥 再者袁在古

朗宁叶清晨离别曳中男主人公重返野男人的世界冶之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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