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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将以诗歌主题的角度出发，探讨席慕蓉诗歌里的爱情与青春，并着重分

析这两大主题中的残缺意识；同时也将分析贯穿爱情与青春这两个主题的重要意象

--花。笔者希望借此两大脉络对席慕蓉的诗歌有整体的把握，并作出较客观的论

述。笔者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勘席慕容的诗歌创作。 

 第一章略述研究动机、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以及前人研究成果。 

 第二章是主要论述席慕蓉的创作背景和其诗观,以能更明确带出后文诗人的

诗风的成因。创作背景方面将从中、西两方面的是个影响来加以讨论。诗人除了深

受中国古典诗歌影响以外，同时，亦也受西方哲理的熏染。透过这东西方教育的薰

陶、融汇，继而造就了诗人的感性、真挚的诗观。 

 第三章则是以席慕蓉诗歌中爱情与青春两大主题的缺憾为中心,并且探讨诗

人常以缺憾作为结局的隐藏意涵。诗人常以“爱情”、“青春”入诗的原因与她的

真实生活之间的关系也是本章会讨论的一个重点。 

 第四章则是以席慕蓉诗歌中爱情与青春之花的意象为出发点,论述在席诗的

爱情与青春主题中花的象征与隐喻的意象。笔者会在此章探讨诗人如何借助“花的

意象”来贯穿其爱情诗与青春诗，探讨“花”所扮演的角色。 

结语部分则是以席慕蓉与众不同的写诗风格以及她在诗坛的地位及影响来总结前面

的论述。 

 

关键词：爱情   青春   花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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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台湾诗人席慕蓉以诗歌成功的俘虏了无数读者的心，她的许多诗歌都是脍炙

人口，并且让人朗朗上口，甚至曾经在诗坛中造成了“席慕蓉现象”。诗人以爱情

与青春的主题的诗歌比比皆是，但学者有关的研究少之又少，为此，我展开了一趟

的走入席慕蓉诗歌去寻找爱情、重温青春之旅。 

 

第一节：研究动机 

 研究席慕蓉诗歌的动机，其实对笔者而言，当时只是一时好奇，因为她的诗

歌中那份真、那份美让人为之感动。本人也发现其实自己写诗的风格也和席慕蓉蛮

相似，这也进一步地想去更深层的去接触席慕容的诗歌作品。 

 

 席慕蓉曾经如此地说：“诗，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自己。”1与此同时，

她进一步为此的说了“这个自己，和生活里的角色不必一定完全相称，然而绝对是

灵魂全部的重量，是生命最逼真最精确的画像。”2。也是因为，笔者才被她的诗

歌所感动的。 

 

                                                           
1
席慕蓉：《边缘光影》，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年，页 1。 

2
席慕蓉：《边缘光影》，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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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发现席慕蓉诗歌中有很多关于青春岁月的诗歌，也有着许多关于爱情

的主题，也同时发现诗人的诗歌很多是悲剧收场的。但似乎很少研究者去研究诗人

的诗歌在爱情与青春的缺憾中下手，因而触发了那股研究的推动力。 

 

 诗人总是写出一首又一首让人为之感叹及那懊悔时间的流逝的诗歌也是促使

笔者的好奇心想去找出那究竟背后诗人是生长在一个怎样的环境，成就出这样的一

个她。所以，就决定以这些目标去研究诗人席慕蓉。 

 

第二节：研究范围 

诗人席慕蓉在她的作品中，不仅仅是诗集，同时，她也出版了不少的散文

集，如：《有一首歌》、《写生者》、《金色的马鞍》、《写给幸福》等等，但我

却选择了以诗人的诗歌来作为论文的主要考据，那是因为其实诗人的诗也是写着自

己，是委婉地表述着自己。因为就如白灵所言：“她的诗，即是她命运的表彰。”

3
所以，研究席慕蓉的诗歌也是能得以清楚席慕蓉诗人的生活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我选择了以诗人席慕蓉的六本诗集，即：《七里香》、《无怨的青春》、

《时光九篇》、《边缘光影》、《迷途诗册》和《我折叠着我的爱》来作为我的论

                                                           
3 白灵：<悬崖菊的变与不变—小评《席慕蓉世纪诗选》>，席慕蓉：《迷途诗册》，北京：作家出

版社，2010 年，页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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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主要研究参考书。那是因为这六本诗集都具有一些能发现诗人的生活写照的诗

歌，并且这些诗歌尽管不是全然的真实，但是却能显现诗人对爱情、对青春的一些

看法。 

 

第三节：研究方法 

本论文将主要以诗歌中的爱情与青春的主题为主要的中心点，当中将会以这

两者皆以缺憾的结局来展开论述。在未展开论述前，将会交待诗人的创作背景以及

诗人的诗歌风格来加以解释诗人的诗观，进而促使其诗歌的一种风格显现。再者，

将以诗歌中的爱情与青春的花的意象，这种花开花谢的极为自然的现象来加强诗人

如何善用自然界的“风花雪月”来表达诗中的意境。在这论述的当中，会以其散文

中的一些诗人对爱情的评价与对时间的观点来支撑诗歌中有关爱情与青春主题的论

证。 

 

第四节：前人研究成果探討 

关于席慕蓉的研究，笔者目前获取的资料是从中国知网的期刊论文而来。其

中，较为研究者所津津乐道参与探讨的是席慕蓉与其乡愁的课题。与此同时，研究

学者也会采取她的五本散文，即：《我的家在高原上》、《江山有待》、《大雁之

歌》、《金色的馬鞍》和《走馬》来探讨她对蒙古的那份深情感受，歌颂故乡的雄

壮，赞扬蒙古歌谣的壮美嘹亮和宣扬蒙古宗族的神奇瑰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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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研究者也比较常书写或是探讨席慕蓉诗歌中的艺术风格，甚至是艺术

魅力。在这当中，包含了诗人诗歌中的遣词造句、创作内涵、情感特征、现代意识

和古典情怀。这种的剖析也可分析出诗人的诗歌中其风格的特质富有一定的讨论价

值。例如：雷学军的<席慕蓉诗歌的遣词造句>4与蔡菁<对峙与统一——席慕蓉诗歌

艺术特色探>5。 

 

除了诗人诗歌中這种对內的探讨以外，有学者也将诗人席慕容的诗歌拿了国

外学者的來做了一個比较，即是将她的诗歌与狄金森的爱情诗做了比较研究6。狄

金森与席慕蓉作为不同国界、不同时代的两位诗人，在爱情的书写方面都是独有所

悟的。因而借助这两人的诗作风格的极大差距但卻不谋而合的论述來探讨或是间接

的赞颂着这两人的诗歌。 

 

在硕士论文上，研究学者则比较常以诗人席慕蓉的内容思想、语言及主题来

作为探讨的课题。就如：吴奇穆的《席慕蓉爱情诗研究》7就是以诗歌来区分爱情

中的内容思想与其语言表现来作为研究对象。而爱情的内容思想，研究学者则是将

它分为六种类型，即：求爱型、相恋型、婚姻型、分手型、重逢型与回顾型。诗人

                                                           
4 雷学军：<席慕蓉诗歌的遣词造句>，《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 年第 19 卷第 5 期。 
5
蔡菁：<对峙与统一——席慕蓉诗歌艺术特色探>，《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4 年第 6 卷第 2 期。 

6
李冰封：<狄金森與席慕蓉爱情诗比较研究>，《四川文理院学院学报》2010 年第 20 卷第 5 期，页

45。 
7
吴奇穆：《席慕蓉爱情诗研究》，宜兰：佛光大学硕士班硕士论文，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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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这种爱情的类型来细分席慕蓉的爱情诗。且，是以语言变现，即：遣词手法、

造句手法、谋篇手法和声律手法来凸显席慕蓉的爱情诗的语言运用手法。 

 

而另一份论文则是陈瑀轩的《席慕蓉诗歌研究——以主题、语言、通俗性为

观察核心》其研究席慕蓉诗歌中的主题、语言及其通俗性，研究学者除了研究其主

题即是诗歌中的“时光”、“爱情”和“乡愁”，也研究了诗人诗集的“畅销现

象”。而其中爱情诗的部分是以“爱的坚定与执着”和“爱的反思与超越”来书

写，研究学者都是以正面的角度来评定席慕蓉的爱情诗。在“时光”、“青春”的

部分则是分别以“过去与现在的迴环辩证”和“美丽与哀愁的迴环辩证”的这种方

向来追忆青春。 

 

综合以上所搜集及分析的资料，发现似乎尚未有学者深入探讨席慕蓉诗歌中

爱情与青春中的缺憾，为此，以此方向做论文的出发点，可以用花的意象来将爱情

与青春贯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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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席慕容及其诗歌创作 

 席慕蓉的诗歌总是如此地感性，然而这种抒情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她的成

长、教育背景都是影响她的诗歌的书写风格，也渐渐养成了诗人自己的以一套“诗

观”。因为受到了一些诗人诗歌的薰陶，席慕蓉的诗歌也是变得极为感性、真实。

席慕蓉写的都是自己，因而她的诗总是能轻易地触动人心，读者都为之动容。因

此，本章将会以简介诗人的生平和创作背景并以诗人的诗观为研究参照，这样不仅

能清楚得知诗人的诗观和其作品的书写风格的形成，同时，也能更清楚席慕容的青

春与爱情主题的诗歌总是如此感性的促成原因。 

 

第一节：诗人的生平简介及创作背景 

席慕蓉（1943--）是台湾当代的女诗人。她是个蒙古族姑娘，祖籍是察哈尔

盟明安旗，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自治乌兰察布盟达尔罕茂明安旗，她原来的蒙古名

字叫做穆伦·席连勃，意思是“大江河”，也就是她故乡草原上流动的那条河的名

字。“席慕蓉”是她蒙古名字的汉语译音。她所以用这个名字，是为了怀念不忘她

的故乡之意。8席慕蓉的父亲是察哈尔盟安旗，母亲是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皆是

贵胄之后。但是自幼未曾在自己的故乡成长，但也因为家世的因素，席慕蓉有机会

得到完整的教育。由遗传而来的蒙古文化，以及自己成长所接受到的汉文化，乃至

教育和留学欧洲而来的西方文化，再她身上自然汇集，使她成为一个具有多文化背

                                                           
8 
张平治：《席慕蓉的柔美世界》，广东：花城出版社，1991 年，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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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人。
9
席慕蓉的诗歌创作就在这些种种的薰陶中慢慢地酝酿着，进而才产生一

首首平凡却又动人的诗作。 

 

席慕蓉自小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她自小对文学的兴趣浓厚，尤其对于

中国古典文学的浸淫颇深，在她的一些诗歌及散文中都能隐约看见古典诗词的风

貌、风格。究竟是一股怎样的力量让席慕蓉执笔写诗这是许多人都想知道的，曾经

她在一段访问中是这么说的： 

你问我为什么会开始写诗，其实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此我把我 

每天出去会遇到的这些事情，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晚上回来在自己的日记 

本上写自己所盼望的一个世界。什么原因让我觉得诗可以这样写呢？是因 

为我初中的国文老师，董秀老师，要我读《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字非

常简单，没有一个字我不认得，可是我发现里面，就是我说的，它是 

一把锁匙，是一把匕首。10 

 

席慕蓉认为《古诗十九首》就有如一把锁匙，能打开她心里的一些模糊的东

西，而又如匕首般的能刺中她的痛楚。什么尚未能懂的，阅读了《古诗十九首》，

心中的某个部分就能被触动起来。 

                                                           
9
杨锦郁：<一条新生的母亲河——阅读席慕蓉>，席慕蓉：《我折叠着我的爱》，北京：作家       

 出版社,2010 年，页 114-115。 
10
郭枫等作：<从《七里香》到《金色的马鞍》>，《远方的歌诗》，台南：台湾文学馆，2008 年，

页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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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其散文<诗教>中也曾提及： 

  年少的时候，初读《古诗十九首》，才知道世间竟然会有这样惊 

心动魄、直逼胸臆的文字。也才初次醒觉，那些平日散散漫漫摆在生活各 

个平淡角落里的文字，如果精选之后再架拢起来，竟然会有这样强猛的力 

量！ 

 

长大以后，才开始了解，一首流传下来的诗，即或只是几行短得不 

能再短的文字，也是一个人穷尽全力去生活过、挣扎过的整整的一生啊！ 

 

而到了中年的此刻才终于明白，把那些文字放在一起的力量，除了 

来自诗人本身以外，同时也来自他周遭的环境。来自他生活的那一个时代， 

更来自它的源流，来自他的血脉，来自着浩瀚宇宙之中所有的生命，在每 

一刻里从来没有停息过的变化与悸动。
11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诗人深受《古诗十九首》的影响，抑或更可以说是诗人

席慕蓉为：中国人这一群诗的民族，所流传下来的诗，至今仍在传唱而有所触动。

而她也表示第一次写诗也就是在读了《古诗十九首》以后，虽然当时写的诗不能成

段落，但那种惊动，应该是对席慕蓉文字的启蒙。
12
 

 

                                                           
11
席慕蓉：<诗教>，《写生者》，台北：洪范书店，1994 年，页 156-157。 

12
席慕蓉：<生命因诗而苏醒——新版序>，《无怨的青春》，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年， 

 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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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诗人席慕蓉的其中，就如之前所提及的，不仅仅是一些中国的古典文学

的影响，对于曾经留学于外国的她，西方的教育也是对她影响极深。席慕蓉曾经提

及：“在我的成长过程里，有好几本要感谢的书，纪伯仑的《先知》就是其中的一

本。”13这本书是带给她一份到骨子里的感觉，是热烈，是疼痛，这种感觉反反复

复地侵袭着她： 

  “在飘着雪的窗前翻开书页，纪伯仑深沉而绵密的爱从此进入了我 

 的心中，好几次，我停顿在一个句子的前面，一遍又一遍地轻声读诵，怎 

 么样也舍不得再去看第二句，因为，在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强 

 烈而又疼痛的反应，是我年轻的心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感觉，可是这种感觉 

 的发生又好像是我期待已久的，是一种似醉似醒的狂喜，一种忽隐忽现的 

 疼，在我反复低诵的时候，那好总感觉就会反复袭来，有时候，一个晚上 

 可以就这么过去，始终不舍得再翻一页，不舍得再去读下一句。”
14
 

 

也许诗人席慕蓉诗歌能写到让人为之感到触动内心最深处，或是总能让人有

种锥心之痛的感觉，多多少少是受了纪伯仑的影响。对于纪伯仑的文字的浅白和贴

切，席慕蓉如此表示： 

“在这本书里，伟大的心灵一最单纯的面貌出现，他说的话，他用 

的字句都是最浅显的，甚至，他要我们去明白的道理也是极浅显的；而在我 

们进入了他的世界之后，就会跟随他，开始了一种温柔而又缓慢的蜕变。”15 

                                                           
13
席慕蓉：<一朵白莲>,《写给幸福》,页 120。 

14
席慕蓉：<一朵白莲>,《写给幸福》,页 120。 

15
席慕蓉：<一朵白莲>,《写给幸福》,页 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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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蓉后来的作品总是浅显易懂而又却又总是道出读者心坎的话，不难发现

那是受纪伯仑的笔锋所影响而致。她的诗歌总是不乏感性的部分，让人为之感动，

为之感概！ 

 她的书写风格原来也是逐步由她所欣赏的作家、作品、诗歌的养分所塑造

的，可见成就一个诗人的背后是需要多么多的元素，又或是说研究一个作家的书写

风格不得不研究她们的成长的背景所接触的教育文化。 

 

第二节：诗人及其诗观 

对于本身的写诗这件事，席慕蓉一向以来不喜欢做些什么解释她只是很纯粹地

觉得如果一天过得很乱、很累之后，到了晚上，她就很想静静第坐下来，写一些新

的，或者翻一翻以前写过的，几张唱片，几张稿纸，就能度过一个很适合的夜晚。 

席慕容的诗歌成为她的朋友间一个不可解的谜团。有人说：“你怎会写这样的

诗？”或者“你怎么能写这样的诗？”甚至有很好的朋友说：“你怎么可以写这样

的诗？”16这样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席慕容来说，是不胜枚举的，但她的回答也

是让人心服口服，无话可说的： 

  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一直相信，世间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爱情：绝对 

 的宽容、绝对的真挚、绝对的无怨和绝对的美丽。假如我能享有这样的爱， 

                                                           
16
席慕蓉：<一条河流的梦>,《七里香》，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年，页 111。 



- 11 - 
 

 那么，就让我的是来做它的证明；假如在世间是在无法找到这样的爱，那 

 么，就让它永远地存在我的诗里、我的心中。”
17
 

 

席慕蓉自小就会作画和写诗。但这两种她极爱的事，她却是以两种截然不同

的心情来看待它们，如果说画画是她狂热的理想的话，那么写诗就是她的梦想： 

  和狂热的理想相比，诗就如一些安静而又美丽的短短的梦，是我能 

 从这尘世中抽身而出的唯一的途径。我一直以一种局外人的心情来写诗，因 

 为我知道，若要认真地去做诗人，我必然又将陷入另外的一种痛苦之中。
18
 

 

写诗对于诗人来说从来不是一种责任还是工作，而是一个让她去把自己的一

个梦或是一个心情抒发的管道。写诗对她来说永远是美丽的，没有任何负担的心灵

表现。 

那席慕蓉心中的诗又是如何定义的呢？她就曾经如此地表示诗本身应该具备

的条件： 

  诗，只能有一种：就是具备了“诗质”的文字。这种本质，深藏在 

 诗人的心，有如美玉深藏在山中或水底一样，是一种天赋，只能发掘和激 

 发，却绝对不能无中生有。要在文字里发挥出这种“诗质”，才能成为诗”，

 要在被称为是“诗“之后，才能在分为“好诗”与“坏诗”。就像再有瑕 

 疵的玉，依旧是玉，而无论怎么染色怎么去用功打磨的石头，它的本质永 

                                                           
17
席慕蓉：<一条河流的梦>,《七里香》，页 111-112。 

18
席慕蓉：<夏天的日记>，《有一首歌》，台北：洪范书店，1999 年，页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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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也只能是一块石头而已。19 

 

而其实这种“诗质”，笔者认为无他的，就是真实和让人感动、有共鸣的

诗。诗人席慕蓉常说她的诗歌创作不是可以描述，而是突然有感而写。她一直声称

她的诗歌都是写给她自己看得，是她从现实抽身的一种方法： 

  终于知道，原来—— 

  诗，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自己。 

  这个自己，和生活里的角色不必一定完全相称，然而却绝对是灵魂 

 全部的重量，是生命最逼真精确的画像。20 

 

由于她的诗是写给自己看的，便显得多了一份真诚，少了一丝的矫饰。也许

辞藻没有其他诗人的诗歌来得华丽，但是却多了一份真实而又能触动人心的那份共

鸣。也许就因为如此，她的诗都是显得较为地真实、感性，这些都能在她有关于青

春与爱情诗歌中发现。 

 

与此同时，她认为诗人写诗应该具有那份“初心”，尽管经过无数的岁月的

洗涤，仍然能不失其真： 

  向明说：“诗人越天真写出来的诗越可贵。”这点我完全同意。但 

                                                           
19
席慕蓉：<诗人与写诗的人>，《宁静的巨大》，台北：圆神出版社，2008 年，页 63。 

20
席慕蓉：<生命因诗而苏醒——新版序>，《无怨的青春》，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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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天真无邪”如夏日初发的芙蓉，可贵的就在那一瞬间的冰清玉洁，不

 过，人生能有几次那样的幸福？只要是不断在成长着的人，心中就会不断 

 地染上尘埃。读诗、写诗，其实就是个体在无可奈何的沉沦中对结晶的“初

 心”的渴望。我总觉得，这“渴望”本身，也能成为诗质，饱经世故之后 

 的诗人，如果能够在沧桑无奈之中还不失他的天真，恐怕是更为可贵的吧。
21
 

 

诗人让笔者一直为之欣赏的就是她写的诗似乎总是如此的洁净、没有杂质，

也许这就是她所说的那份“初心”吧！席慕蓉曾经在诗集的序中提及： 

  在接近二十年后的此刻，重新回过头来审视这些诗，恍如面对生命 

 里无法言传去又复返的召唤，是要用直觉去感知的一种存在，是很难形容 

 的一种疼痛，微颤微寒而确实又微带甘美的战栗；而在这一切之间，我终 

 于又重新碰触到那几乎已经隐而不见、却又从来不曾离开片刻的“初心”。 

 初心恒在，依旧素朴谦卑。 

  我一直相信，生命的奔向，不在表层，而在极深极深的内里。 

  不管日常生活表面是多么混乱粗糙，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最幽微的地 

 方，其实永远深藏着一份细致的初心——那生命最初始之时就已经拥有的， 

 对一切美好事物似曾相识的乡愁。 

 

  诗，就是由此而发生的。22 

                                                           
21
席慕蓉：<诗人与写诗的人>，《宁静的巨大》，页 64。 

22
席慕蓉:<生命因诗而苏醒——新版序>，《无怨的青春》，页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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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席慕蓉来说，诗歌的“美”不是因为文字的雕琢，而是那份情感的真实，

用自己最内心的感受，毫无杂质，去写诗。或许，简单的说，席慕蓉的诗，能打动

那么多人，就是因为她用生命来写故事吧！ 

 

 而回到最初的，曾经让席慕蓉为之困惑的是心中曾经对当时自己的生活感

激，珍惜，想说却说不出口，因为她似乎隐隐然有种警惕：若是说出来，有些事物

有些美妙的感觉就会消失不见了。23她认为：“在这世间，有些事物，你是无法为

它画出一张精确的画像来的，一旦真的变成精确了以后，它原来最美的，最令人疼

惜的那一点就会消失不见了，有些事物，你也不能用简单和明白的话语来为它下一

个定义的，当那个定义斩钉截铁地出现了以后，它原来最温柔的，最令人感动的那

一种特质也就没有了。”24太多的事情让她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让她觉得

懊恼。 

 

而最后的她终能领悟出原来之前的烦恼都是不必要的，因为世间的事有时根

本不用解释，只需顺应自然，那就是最美丽的答案了。对她而言，写诗是她的需

求，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就因为如此，当中不用太在乎太完美或完整的答案。事情

的本身应该就是一种最自然的答案了。 

 

                                                           
23
席慕蓉:<心灵的对白>,《有一首歌》，页 130。 

24
席慕蓉:<心灵的对白>,《有一首歌》，页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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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曾经说过：“诗，是何等神秘神奇的事物啊！可以让我们在瞬间进入一个

原本是完全陌生的灵魂深处，隔着那么遥远的时间和空间，我们和诗人素面相见，

却发现那其实就是遍寻不活的另一个自己，在那一刻，心中难以言说的了悟和满

足，伴随着如闪电般惊悚的狂喜。对诗的渴望，是生命本身最纯净的祈求，任何附

加的解释，都是多余的。”25 

 

是的，写诗对席慕容来说，抛开掉一切不必要的顾虑，回归最初的那种“自

然”，才是最美、最坦白和最真诚的，这就是她所谓的：“没有什么比自然更美、

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了。”26在诗中看见自己，就是读诗、写诗的最大乐趣。 

诗人的对诗别无所求，只求其真、自然、和那份“初心”，那对她而言，对

读者的回应，她期待的又是一个如何的结果，其实也简单不过，只需由衷的那份珍

惜：“亲爱的朋友，我对你一无所求，我不求你的赞美，不求你的赞美，不求你的

恭维，不求你的鲜花和掌声，我只求你的了解和珍惜。”27诗人恳求读者给她的回

应就诚如她的诗歌一样的简单、真诚，而藉着自己的诗，得到的回响和共鸣，也让

她不再孤单和寂寞。 

 

 

                                                           
25
席慕蓉:<冬日的午后>，《宁静的巨大》，页 19。 

26
席慕蓉:<心灵的对白>,《有一首歌》，页 132。 

27
席慕蓉:<心灵的对白>,《有一首歌》，页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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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爱情与青春的缺憾 

席慕蓉的诗歌中总是不乏爱情与青春主题的内容。席诗里似乎有多首都是不

完美的，带着缺憾的。而诗人的诗总是如此的让人觉得遗憾或是为之觉得惋惜，让

笔者一直都想找出诗歌的成因，是诗人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写照抑或是诗人喜欢无名

呻吟，笔者将会在下文中道出诗歌的促使诗歌的悲凉的原因。同时，将以诗人为何

总爱回顾、“幻想”、追忆等方式来探讨席慕蓉的一些内心世界。 

 

第一节：爱情的缺憾 

（一）爱情的评价 

爱情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古往今来人们都无法抵挡、抗拒这个生

命中循环不息的最自然不过的情感。爱情这个主题同样流溢在席慕蓉这个浪漫诗人

的笔端中。 

 

席慕蓉的爱情诗是截然让人为之动容的，她的文字呈现出了一种让人为之倾

倒、醉心其中的笔法。不管是重逢的喜悦、离别的惆怅、或是初恋的伤逝、失之交

臂的遗憾或是不堪回首的从前都表达了最真挚不过的诗人的思想感情，这当中纵使

是遗憾、伤悲、惆怅的，不尽然是无怨，但至少笔者认为那是一份执着而又无悔的

心情。正如她自己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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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相信，世间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爱情：绝对的宽容、绝对的真 

 挚、绝对的无怨和绝对的美丽。假如我能享有这样的爱，那么，就用我的 

 诗来做它的证明。假如在世间实在无法找到这样的爱，那么就让它永远的 

 存在我的诗里、我的心中。
28
 

 

对席慕容来说，在真实生活中，虽然她是受到上天的眷顾，但是她却没有因

为沉浸在幸福之中，她依旧有一份难以言语的彷徨和哀愁，甚至有一丝丝的遗憾在

心中。诗人不是以现实生活境遇的哀愁来写哀愁，而是以现实的那份甜蜜幸福来写

哀愁。 

 

承接上一段,她的诗歌总是不乏一些让人为之感概不已的一种错失、遗憾、凄

美的爱情故事。什么样的理由、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情感让她写了一首首如此

为之动容、唯美但不完美的爱情诗歌，是读者或研究者一直想探勘的。 

 

陈素琰于<不敢为梦终成梦——席慕蓉的艺术魅力>一文中指出：“席慕蓉在

幸福感的笼罩中，却有了无以论说的怅惘和哀愁。她不是真的有了什么不幸而哀

                                                           
28
席慕蓉：<一条河流的梦>，《七里香》，页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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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而是她因拥有这种厚爱与温情而惊恐和烦忧。”29席慕蓉自己也承认：“在我

的幸福与喜悦里，总无法不掺进一些淡淡的悲伤。”30  

“相遇与错过、聚散与离合、有缘与无缘、痴情与悲情”是席慕蓉善于营造

的悲剧情节。而在她感激超越的心态平衡之下，呈现出“残缺的完满”。31也许这

样就诚如席慕蓉所说的：“当幸福已经过去了的时候，我不一定非要悲伤流泪的，

只要，只要在它来临的时候，我能够知道，并且安静地领会与把握了的话，就算它

终于过去，我也很知足了。”32就是这种知足感恩的心情，成就了感伤中的悲剧

美。 

 

另外，有研究者认为席慕蓉喜好营造悲剧性情景，“这是诗人的一种揣想，

一种主观偏好，一种对感伤不由自主的沉溺与玩味。因而可以说，感伤已成了作者

一种自觉的审美追求。”33，更有学者认为“感伤可以作为一种衡量文学艺术品品

级的重要标画”。34对席慕蓉的“悲情”的爱情诗，这些研究者是给了她对诗歌的

审美观蛮高的评价。但似乎在赞美中还是能看出丝丝的贬义在其中，说其“对感伤

不由自主的沉溺”，就是说诗人总是不自主的常以悲剧性的书写手法来写诗的，这

不难看出这些研究者对席诗的悲剧收场认定那是一种沉溺、负面的。这些研究者也

许就是认定诗人“在她的字典里找不到健康、积极性的字眼；因为她的字典里充斥

                                                           
29
陈素琰：<不敢为梦终成梦——席慕蓉的艺术魅力>，席慕蓉：《迷途诗册》，北京：作家出版

社，2010 年，页 110。 
30
席慕蓉：《写给幸福》，台北：九歌出版社，1985 年，页 33。 

31
吴奇穆：《席慕蓉爱情诗研究》，宜兰：佛光大学硕士班硕士论文，2010 年，页 165。 

32
席慕蓉：<黄粱梦里>，《有一首歌》，页 276。 

33
尉天骄主编：《台港文学名家名作鉴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页 294。 

34
田崇雪：《文学与感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页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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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一色的灰色、消极的情绪”35。实际上就笔者认为这些充满感伤的诗歌，其实让

我们由此能够明白人生重要的不是一直缅怀那回不去了的时光，而是要学会去珍惜

当下所拥有的一切。对笔者而言，其实诗歌它的价值意义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待它、

如何去赋予它意义；而非它的内容如何左右我们的思想。 

 

（二）想象的幸福与错失的爱情 

诗的情节借以展开的虚幻世界总是为该作品所特有。为了使诗歌世界在想象

中保持连贯性，它必须符合想象方式的时间来构成，而这种生活的表象是从直觉

的、个人的生活抽出而来的。36 

 

如果只是以合情合理来去解读诗歌，尤其是席慕蓉这种情感丰富、唯美动人

的诗歌，笔者想那是不对也不可能的事情。就如学者王耀辉所指出的：“诗歌语言

遵循的是情感逻辑而不是事理逻辑，因此，我们也决不能从一般意义上去要求诗语

合乎情理。”37那是正确的，诗歌不一定要去合乎事理的逻辑，这是诗歌的模糊之

处，却也是它的魅力之处。 

 

                                                           
35
渡也：<有糖衣的毒药——评席慕蓉的诗>，《新诗补给站》，台北：三民书局，2001 年，页 36。 

36
【美】苏珊•朗格著、李泽厚主编：《情感与形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 

   页 247。 
37
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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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蓉在她的诗歌中承载了许多的假设性的描写手法来表述爱情，而这种似

乎只是空想的爱情，却又让人为之动容的，把人性之间的那份情感描绘得丝丝入

扣。虽然这种虚幻也许只是一份无中生有的“无稽之谈”，但它却实实在在地道出

许许多多的人的爱情故事。 

那样的爱情只是想象出来，也许不见得是存在的，而且毕竟也不是真实，所

以在诗歌当中又留下了一笔唯美但不完美结局的一种铺排。而这种唯美却不完美的

爱情，却又传递了作者一份真挚的情感予读者。对笔者而言，诗歌里的“唯美”是

指席诗的内容、情节不一定是百分百的真实，但诗歌中要传达出的讯息却是由心而

发的。就如席慕蓉所言：“真正的唯美必须是从生活里去寻找和发现美的经验。”

诗歌的唯美不是内容的虚幻烂漫，而是在诗歌中让人发现它自然而又不造作。这想

象的爱情似乎不是全然的在天马行空，而诗歌中总是隐含着一些些的人生哲理。 

 

其中，收录在席慕蓉诗集《时光九篇》的<酒的解释>两章之<新醅>就是带着

如此的基调： 

  假如    你待我 

  如一杯    失败了的 

  新醅  

 

  让燃烧着的记忆从此冷却 

  让那光华灿烂的憧憬从此幻灭 



- 21 - 
 

  我也没有什么好怨恨的 

 

  这世间多的是 

  被弃置的命运    被弃置的心 

  在酿造的过程里    其实 

  没有什么是我自己可以把握的 

  包括温度与湿度 

  包括幸福 

 

虽然这首诗一开头，就表示“假若”的一个假设性、不真切性，但里头的那

种话语却是真实，有温度的。作者在诗歌中对“被弃置的命运，被弃置的心”都表

示了“没有什么好怨恨的”，但这没有怨恨的背后，却又是让人有着一份为之无可

奈何的概叹在里头。 

 

“没有什么是我自己可以把握的……包括幸福”，虽然诗歌的开端用了一种假

设性的方式开头，但当中却充满了对爱情的那份无法掌握、憧憬幻灭的不怨恨却充

满了无奈的真实人生哲理在当中。 

 

另外一首诗<前缘>，更是全篇幅皆是诗人自己“天马行空”所编写出来的。

一个“若”字就是整首诗歌的关键词，同时也是关连词，承接着整首诗歌，让整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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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一脉相通。席慕容的“假想”、“设想”、“幻想”让人觉得她宛如生活/穿

梭在现实与梦想之间。 

 

  人生真能转世，世间若真有轮回，那么，我爱，我们前生曾经是什么？ 

 

  你若曾是江南采莲的女子，我必是你皓腕下错过的那一朵。你若曾 

 是那个逃学的顽童，我必是从你袋中掉落的那颗崭新的弹珠，在路旁草丛 

 里，目送你毫不知情地远去。你若曾是面壁的高僧，我必是殿前的那一炷 

 香，焚烧着，陪伴过你一段静穆的时光。 

 

  因此，今生相逢，总觉得有些前缘未尽，却又很恍惚，无法仔细地 

 去分辨，无法一一地向你说出。
38
 

 

这首卷前诗虽只是假象的，错过的，看似一首唯美而又缺憾的诗。但是，席

慕蓉却从这份想象而又不完美的情感中带出了一种哲学与美学并存，且似乎有点禅

意在当中。 

 

这首诗写了“转世”、“轮回”、“前生”、“今生”、“错过”的无缘、

“陪伴”的有缘等等，以禅喻诗，使人能从中知解而有所顿悟。 

                                                           
38
席慕蓉：<前缘>，《无怨的青春》，页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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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也不难发现诗人席慕蓉还有好些诗歌都是成立在这种想像中、等

待中、自己所期许设想得到的幸福当中。 

 

除了在想象中才能得到的幸福以外，席慕蓉一些诗歌也探讨了爱情错失的那

种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一种无奈的安排。 

 

她的诗歌中常常会发出一种深情却又无奈的追问： 

  浮生如梦 

  我爱 

  何者是实 

  何者是空 

  何去何从39 

 

研究席慕蓉的作品，会慢慢细嚼出诗歌当中隐藏在委婉、洒脱、飘逸背后的

“悔”，读出那失之交臂的坠毁之情所带来的深深无奈。席慕容的诗歌习惯了写无

奈、人生总是活在错过，让人觉得那是宿命的安排的悲观感觉。例如： 

  不是所有的梦  都来得及实现 

                                                           
39
席慕蓉：<艺术家>，《无怨的青春》，页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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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所有的话  都来得及告诉你 

  疚恨总要深深地种植在离别后的心中 

  尽管  他们说 

  世间种种最后终必成空 

 

  我不是立意要错过 

  可是  我一直都在这样做 

  错过那花满枝桠的昨日  又要 

  错过今朝 

 

  今朝仍要重复那相同的别离 

  余生将成陌路  一去千里 

  在暮霭里向你深深地俯首  请 

  为我珍重  尽管  他们说 

  世间种种最后终必  终必成空
40
 

 

这是多么让人为之难过的宿命观！世间种种最后终必成空，那人世间究竟还

能有什么值得追求、值得去留恋的呢？ 

 

                                                           
40
席慕蓉：<送别>，《七里香》，页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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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悲观还表现在<重逢之二>：“在生与死的分界前/他心中却只有一个遗

憾/遗憾今生再也不能/再也不能与她相见”“遗憾”此二字也成了她悲观的一个很

重要的推手，遗憾的是今生不能重逢是作者的哀伤又悲凉的情感在里头，对爱情似

乎都带着不完美的缺憾感又满溢在当中。 

而诗人的爱情中的缺憾虽然有些让人无可奈何、惋惜，但正也因为如此，才

会让读者明白到人就是应该把握当下、活在当下，才不会有任何的遗憾。 

 

第二节：青春的缺憾 

（一）时间的推移 

 黄永武先生曾说：“如果说诗是耳听的风景，说它是时间的画图；或者说是

视觉的音乐，说它是画图样的时间。都可以说得通，因为诗是时空交综的艺术，而

且它不是静止的时空，是广狭长短变动着的时空。”41诗歌总围绕在时间的转动之

中，又或者说时间在诗歌中总是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古今往来，中国诗人在诗歌的描写中总是很喜欢有意无意地隐藏着时间的流

逝。大部分中国诗歌展现出敏锐的时间意识，且表现出对时间一去不回的哀叹。42

中国诗人对时间算是“耿耿于怀”的，中国诗中常会很鲜明的点出季节和早晚的时

                                                           
41
黄永武：《中国诗学设计篇》，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6 年，页 43。 

42
刘若愚著、杜国清译：《中国诗学》，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7 年，页 78。 



- 26 - 
 

间。哀悼春去秋来或者忧惧老之将至的中国诗更是多不胜数。就如：春天的落花、

秋天的枯叶、夕阳的余晖这些题材都会引起对青春不再以及老年和死之来临的忧

伤。 

席慕蓉这位女诗人的诗歌也不例外，在她的诗歌中，时间充当了一个很重要

的角色。对席慕容来说，青春、时光也是她诗歌创作中的一大主题。她的诗歌常常

描写了时间的流逝，时间的一去不回对她带来的感觉。 

 

时间原是无形貌的，人类加之以刻度，从秒、分、日、月到年，都按上一个

抽象的符号，然后，时间的长度才有了可观的标准。时间是快、是慢？完全取决于

个人心境的差异。神与境遇，心与物游，然后才能成诗。时间的快慢，原是比较而

来，一般而言，快乐时光总是易于消逝，痛苦的日子则度日如年。43席慕蓉这位女

诗人的诗歌中总是慨叹于时光总在不知不觉中的流逝的那份失落感。时光就如流水

般，不舍昼夜的，生命一天天的衰老，诗人抚今叹古，想及青春已逝，年华不再，

感慨之情油然而生，进而写了一篇篇伤怀感慨的诗歌。 

 

席慕蓉常常以美丽的忧伤来写诗。席慕蓉深深体会到幸福与遗憾、痛苦与欢

乐、甜蜜与忧伤、重逢与别离的这种矛盾的生命情态。这样的矛盾心态就诚如人生

的生活百态。她总是借助时间无法捉紧的那份感觉写了一首又一首关于光阴的故

                                                           
43

 萧萧：《现代诗学》，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页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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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于青春的转眼即逝的诗歌。就因为如此，而席慕蓉常以在“美丽的忧伤”的

这种书写模式是因为这样能让她的诗歌记载了她所不能得到的，不能拥有的，但反

而也因此能永远在她的眼前，展露出一种眩人的、无法企及的美丽。诗人越是以

“美丽”来带出诗中的忧伤，越是让人对那份无法拥有的情感为之感伤。那美丽的

背后是同时肩负着一种苍凉、沧桑的缺憾，让笔者觉得“美丽”要付出代价。这份

美丽带有着一份忧伤，而这份忧伤中却让她能再一次“拥有”真实世界所不能及的

过去，想必席慕蓉就是如此借以缅怀从前的岁月。 

 

席慕蓉就诚如她自己在散文中所说的：“每一个人的青春都会过去，每一个

世代的华年也一样，然而，这并不是从此就把它忘记并且绝口不提的理由。”44她

的诗歌就是写着了她的青春、她的故事，也许当中有些不完美的回忆、一丝丝的缺

憾，但这就是她的青春、岁月的痕迹。 

  曾经热烈拥抱过我的那个世界 

  如今匆匆起身向我含糊道别 

  时日推移  应该是渐行渐远 

  为什么却给我留下了 

  这样安静而又沉缓的喜悦 

 

  重担卸下  再无悔恨与挣扎 

                                                           
44

 席慕蓉：《新世纪散文家：席慕蓉精选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10 年，页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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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佛才开始看见了那个完整的自己 

  我的心如栗子的果实在暗中 

  日渐丰腴饱满  从来没有 

  像此刻这般强烈的渴望  在石壁上 

  刻出任何与生命与岁月有关的痕迹 

她的<诗>45就是如此的说明了她心中的那份感受，如此地在诗歌中写她的人

生、悟她的人生。她在卸下那一切的悔恨和挣扎，似乎才能看清自己，才进而让自

己慢慢的饱满丰硕。看见这样的自己，让诗人有了要用自己的生命与岁月的痕迹来

“铭刻”时间，记载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成长的故事。 

 

（二）昨日的回顾 

  昨日  似远实近 

  如落叶凋零尽在我心46 

 

 在席慕蓉的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当中不乏“回顾”这个题材，而在这回顾

中总是又带着丝丝的缺憾、声声的感叹的基调。“回顾”，从今日的我去看昨日的

我，那种回忆是轻描淡写得如此地云淡风轻，可是笔者想那不尽然是如此的。虽然

感觉上是轻描淡写，但其实诗人是想借着写诗来记录她曾经有过的许多美丽时刻，

                                                           
45

 席慕蓉：<诗>，《边缘光影》，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年，页 11。 
46
席慕蓉：<明信片>，《迷途诗册》，页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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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记忆都是她不想忘记的，唯有以把这些美好的时光写入诗中来铭记这些很

珍贵的感情与记忆。 

 为何席慕蓉的诗歌总是有着许多的回顾？其实诗人曾经就表明过她是一个喜

欢回顾的人；而喜欢回顾的原因是因为她有过许多的美丽时刻，她是实在舍不得将

它们忘记。 

 

 <试验之一>47中表明了席慕蓉认为写诗不是只是写一些现在的事项，它也可

以是去沉淀昨日： 

  他们说  在水中放进 

  一块小小的明矾 

  就能沉淀出  所有的 

  渣滓 

 

  那么  如果 

  如果在我们的心中放进 

  一首诗 

  是不是  也可以 

  沉淀出所有的  昨日 

 

                                                           
47
席慕蓉：<试验之一>，《无怨的青春》，页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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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往往从失去开始。在中国古典爱情诗中，可能是不再得宠、缘悭一

面、或人事舛误，使得文人们不断回顾过往的欢欣。而在席慕容的诗歌也是如此，

“回顾篇”的诗歌可是占了相当大的篇幅。 

年轻时总是年少轻狂，看轻人世间的生离死别，当“物换星移”之后，才知

爱情得来不易，但这留下的只是一声声的唏嘘感叹。<给你的歌>就是席慕蓉回首哀

叹青春不再的表述： 

  我爱你只因你已远去 

  不再出现  不复记忆 

  才能掀起层层结痂的心啊 

  在无星无月的夜里 

 

  一层是一种挣扎 

  一层是一次蜕变 

  而在蓦然回首的痛楚里 

  亭亭出现的是你我的华年  

 

情人离去之后，才发现爱情的深度；爱情消失之后，才体会痛苦的厚度。一

层悲伤结成一层痂，层层结痂的心累积了多少的悲伤？“无星无月的夜里”，只有

自己能够作答。在伤心中“挣扎”，在伤心中“蜕变”，已逝的“华年”再回首

时，才最令人“痛楚”。笔者想对时光的流逝、对爱情的错失的那种遗憾、无奈想

必是人世间一种双层痛楚的打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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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青春之一>48： 

  无论我如何地去追索 

  年轻的你只如云影掠过 

  而你微笑的面容极浅极淡 

  逐渐隐没在日落后的群岚 

 

  遂翻开那发黄的扉页 

  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 

  含着泪  我一读再读 

  却不得不承认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青春犹如“年轻的你”如“浮云掠过”转眼即逝，青春好像那“隐没在日落

群岚”的“极浅极淡的微笑”，青春仿佛那“发黄的扉页”，青春就似那“拙劣的

命运”。不管如何在回忆中去追寻，怎么努力去找任何遗留的痕迹，青春只是那一

本“仓促的书”。席慕蓉诗歌的青春只剩下一声叹息，叹那青春不再，叹那时光易

逝。那份缺憾可是让人无可奈何，因为青春是怎么也无法回头、不能从来。 

 

                                                           
48
席慕蓉：<青春之一>，《七里香》，页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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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青春时光的逝去，席慕蓉是了然也能接受的。她表示：“原来我不管我

怎样热爱我的生活，不管怎样惋惜与你的错过，不管我怎样努力地要重寻那些成长

的痕迹；所有的时刻仍然都要过去。在一切的痛苦与欢乐之下，生命仍然要静静地

流逝，永不再重回。”49席慕蓉诗歌中青春一点一滴地浮现，那份缺憾一点一滴地

堆积。这种诗歌的缺憾却从不是她人生中的缺憾，这反而就像是席慕蓉的人生记事

本。 

 

而诗人爱回首、爱回顾的这种“习惯”，那是因为诗人她认为可以借助写诗

来“重温人生”，“每一个生命其实是不断地往消失的路上走，但是因为我看到

它，我画了它，或者我写了它，或者我跟别人说了它，就算有一天这个生命消失

了，可是我会觉得，如果有一天我想到它，或是我翻开我的哪一首诗，它还是会回

来。在我们想到它，提到它的时候，它就进来了。”50席慕蓉也认为：“所有过去

的岁月竟然像是一张蚀刻的铜版，把每一划的刻痕都记录下来了，有深有浅，有满

盈也有空白，然后，在每次回顾的时候，他都可以给你复印出一张完全一样的画面

来。”
51
诗人是如此表示她对生命的回顾，将它写进诗中，哪一天想起它时，她的

青春就又再“回来”了。 

 

                                                           
49
席慕蓉：<成长的痕迹>，《槭树下的家》，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 年，页 22。 

50
郭枫等作：《远方的歌诗》，页 59。 

51
 席慕蓉：<一个春日的下午>,《有一首歌》，页 24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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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也是席慕蓉重新再活一次的“管道”就是写诗，借诗歌回顾一次青

春，就让自己“再活一次”：“虽说岁月一去不复回，可是，在那一刹那，在恋恋

回首的那一刹那，昨日、今日与明日不就都能聚在一起，重新再活那么一次了

吗？”52 

 

 

 

 

 

 

 

 

 

 

 

 

                                                           
52
 席慕蓉：<回顾所来径>，《透明的哀伤》，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 年，页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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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爱情与青春中之花的意象 

古人所谓的意象，就是必须呈现为象。而意象赖以存在的要素是象，是物

象。而物象须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

味；同时又要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话和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因此，意

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53 

 

文学中的意象，呈现了诗人的心灵与语言风格，而这种意象也是其中一项文

学批评的研究方式。诗的意象和词藻都具有个性特点，可以体现诗人的风格。一个

诗人有没有独特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即取决于是否建立了他个人的意象群。54在

现代诗坛中，诗的意象群使用与作家风格，仍无法切割。席慕蓉爱借助意象来写

诗，特别是花的意象。而这些意象的书写当中，不乏会有诗人席慕蓉的影子或是心

底话隐藏在其中。而诗人就借助花的意象来抒发自己内心、思想中的话语，以将其

传至读者身上，达致“谁讲到了原始意象谁就道出了一千个人的声音，可以使人心

醉神迷，为之倾倒。”55席慕蓉的诗歌，常被以爱情、悲叹、伤春等风格来加以评

价，而这些与席慕容的诗歌中常用的花、树、月等意象，来加以探索。 

 

                                                           
53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页 63。 

54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页 66。 

55
荣格：<论分析系力学与诗的关系>，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陕西师范大学，

1987 年，页 100。 



- 35 - 
 

也许和身为女性有关，席慕蓉对“花”的钟爱成为她作品中一个鲜明的特

点。花代表一种情感，她总是把花跟情感相连，或者藉由人或事带出花。这样的作

品很容易引起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共鸣，所以自然就受到了热烈的关注。 

 

学者叶嘉莹也表示人会欣赏自然万物，如人世间的鸟鸣、花开、草长都是生

命的表现，那是一种生命的共感。她说： 

  至于“花”之所以能成为感人之物种最重要的一种，第一个极浅明 

 的原因，当然那是因为花的颜色、香气、姿态，都最具有引人之力，人自 

 花所得的意象即最鲜明，所以由花所触发的联想也最丰富。此外还有一个 

 重要的原因，我认为则是因为花所予人的生命感最深切也最完整的缘故。 

 ……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都可以纳入“花”这一短小的速写 

 之中，因为它的每一过程，每一遭遇，都极易唤起人类共鸣的感应。
56
 

 

席慕蓉诗中花的意象想必也是在叶嘉莹笔下所形容的如此而写出了一首首如

此多的花的意象之诗歌。而席慕蓉也在她的散文<意象的暗记>就对“意象”作出了

这样的见解：“如果那些埋伏在字句间而又呼之欲出的意象是一首诗的生命，那

么，在我们真正的生命了，那些平日暗暗连纠缠却又会在某一瞬间铮然闪现的记

忆，是不是在本质上就已经成为一首诗？”57 

                                                           
56
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页 278。 

57
席慕蓉：<意象的印记>，《写生者》，页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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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朵绽放的青春年华是表达了追求爱情的年纪，因而花朵有女性爱情的象征

意义；再者则是花的表象是美丽却短暂的，所以花也有着青春与时间流逝的象征遗

憾。下文将异化的意象来探讨诗歌中爱情和青春的主题，并分析这一意象所蕴含的

情感。 

 

第一节：花开花谢的爱情 

花朵总是美丽的，而花常是表达女性的一种等待意象。花总有一种生命精神

的表征，而席慕蓉的笔下，花朵常化为那人间柔美的情感——爱情的代表。 

 

在席慕蓉的爱情诗歌中，纯洁而且专情是构成爱情的一项重要条件之一，也

许是对圣洁、美丽的向往，百合成为席慕蓉诗歌中常用的意象。就诚如席慕蓉的诗

歌<山百合>58： 

  与人无争 静静地开放 

  一朵芬芳的山百合 

  静静地开放在我的心里 

 

  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它的洁白 

                                                           
58

 席慕蓉：<山百合>，《无怨的青春》，页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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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我的流浪者 

  在孤独的路途上 

  时时微笑地想起它来 

 

洁白的山百合就象征了那种圣洁无瑕的恋情，这是一个女子对爱情有着的那

份渴求，而这样的冀望是针对那流浪者。而流浪者应该是卓然不群的人，与孤芳自

赏的山百合的配搭就相互的牵引着。所以野百合的那份圣洁、和没有人明了的那份

情感与与世无争的那份态度，就只有那路途上与它一同实属同种处境的流浪者能与

它惺惺相惜。这朵爱情的花静静地开放在“我”的心里，内心的甜蜜使“孤独的流

浪者”每每想起它来便“时时微笑起来”。席慕蓉在<台湾百合>中也提到了：“在

每一种高度，每一个角落，都有应该长在那里的植物，仿佛每一种植物心里都明白

他们该有的归属，而只要找对了土地，就会不顾一切地往上生长。台湾百合也必然

是极为聪明和几位努力的一种吧！”59就如诗人所说的百合只要在“找到”合适的

土壤中，就能茁长，并能在湿润的云雾里散发着芳香。这如果套在爱情里，难道不

也是一种哲理，反映出那种情人间互相磨合、互相牵引的“自然现象”。诗人就通

过“山百合”的这种象征形式来传达出心里那份热烈而又真挚的感情。 

 

                                                           
59
席慕蓉：<台湾百合>，《透明的哀伤》,页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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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野百合在爱情中的那份纯洁无暇以外，席慕蓉诗歌中也爱用昙花来表

达那爱情的短暂。诗歌<昙花的秘密>60就有如此的意思在当中： 

   

总是 

  要在凋谢后的清晨 

  你才会走过 

  才会发现  昨夜 

  就在你的窗外 

  我曾经是 

  怎样美丽又怎样寂寞的 

  一朵 

 

  我爱  也只有我 

  才知道 

  你错过的昨夜 

  曾有过 怎样皎洁的月 

 

花开花谢是最自然不过的想象，然而，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诗人就喜欢藉此

来入诗，以表达心中的个人情怀或是借以抒发胸臆。而昙花的那种花开花谢只是那

短短的一晚，诚如大家常言道的“昙花一现”，是多么的让人惋惜它生命的短暂。

                                                           
60
席慕蓉：<昙花的秘密>，《无怨的青春》，页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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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为昙花的迅速地凋零，让席慕蓉就捉住了花卉中最短暂的生死一瞬间来以此比

喻失落的爱情，比喻那种昙花一现的短暂情感。这样借助昙花的凋残这种象征手法

更能拨动人们心中那一触即发的伤心之弦，达致令人为之惋叹的效果。其实，正如

席慕蓉所写的：“明明知道只有一夜的生命，明明知道千里方圆都没有人烟，明明

知道无论花开花落都只是一场寂寞的演出，却仍然愿意倾尽全力来演好这一生。”

61昙花其实有盛放的美好，也有易逝的感伤，就如人生中有欢笑也有苦忧。<昙花的

秘密>中就是如斯地道出了这爱情绚烂却又是“昙花一现”的那份伤感；或是我也

可以把它悲观的解为：其实在一开始，这昙花盛开的美丽中已蕴含了那转眼即逝的

悲凉。 

 

而在席慕蓉的诗歌中出现最多次的花就是荷花。席慕蓉特别喜爱莲，她在家里

养荷，她也常画荷，她在诗中也咏莲。“莲”在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中，被看作是纯

洁高雅的象征，在佛教中，又表示着一种神秘而永恒的美。62席慕蓉钟情于莲是受

了凯罗·纪伯伦的深刻影响。纪伯伦钟情于莲，追求莲的人生境界，他说：“灵魂

绽放自己/像一朵有无数花瓣的莲花。”63席慕蓉认为这位诗人就是一朵最单纯与最

深邃的莲花。而席慕蓉也在诗歌中以莲来自喻。其中一首就是<莲的心事>64： 

  我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 

                                                           
61
席慕蓉：<月色两章>，《有一首歌》，页 102。 

62
张平治：《席慕蓉的柔美世界》，页 68。 

63
张平治：《席慕蓉的柔美世界》，页 69。 

64
席慕蓉：<莲的心事>，《七里香》，页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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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希望 

  你能看见现在的我 

 

  风霜还不曾来侵蚀 

  秋雨还未滴落 

  青涩的季节又已离我远去 

  我已亭亭  不忧  亦不惧 

 

  现在  正是 

  最美丽的时刻 

  重门却已深锁 

  在芬芳的笑靥之后 

  谁人知我莲的心事 

 

  无缘的你啊 

  不是来得太早  就是 

  太迟 

 

诗人将荷花来比拟，诉说着自己的落落出众，不愁没人爱，也不会畏惧地不

敢去爱。然而在莲花烂漫开放之际，却被重重困扰阻碍了。“在芬芳的笑靥之后/

谁人知我莲的心事”表现了在爱情上虽然失意，却不愿在外表上显出内心的忧郁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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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脸上挂着笑容，内心的惆怅却又有谁能理解呢？<莲的心事>在最后还道出了莲

花开不逢时，就如同爱情的无缘之苦。“无缘的你啊/不是来得太早 就是/太迟”

太早了话还未开，太迟了花已凋零，比喻就像爱情的不能如愿相爱，让人遗憾。 

 

花朵隐喻着了爱情，这种关系还能在席慕蓉的许多诗歌中能明确的发现。她

的诗歌中的花朵都能显现了她对爱情的一番真挚的渴望：“如果能在开满了橘子花

的山坡上/与你相遇  如果能/深深地爱过一次再别离”65、“我的渴望和我的爱  

在这里/像花朵般绽放过又隐没了”66这种花开的意象说明着对爱情的等待、对爱情

准备好了的情绪、对爱情的落空为之失望的情绪一一皆由花开花谢来表达之。而那

种孤芳自赏的那丝丝的遗憾更能在席慕蓉的成名作<一棵开花的树>67中完完全全的

表现出来。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 

  我已在佛前  求了五百年 

  求它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佛于是把我化成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65
席慕蓉：<盼望>，《无怨的青春》，页 10。 

66
席慕蓉：<长路>，《时光九篇》，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年，页 11。 

67
席慕蓉：<一棵开花的树>，《七里香》，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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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 

  多多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当你走近  请你细听 

  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 

  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 

  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 

  是我凋零的心 

 

当所有的盼望因着对方的“无视地走过”，而将一颗切盼的心给揉碎了，开

满了花的树叶随之凋零。这首诗所表现的“错过”，不仅是时间上的不凑巧，更有

着空间的阻隔，让人有着一份为之惋惜的绝望的爱情。花落了有再开的时候，但心

一旦碎了就再也无法弥补回来了。是人借助花瓣的凋零来映衬出主人公的那份失落

与凄凉。 

 

席慕蓉就是能借助花的意象巧妙能把它放进一首首诗里，让当中的爱情描写

得更让人动容，更能触碰内心的那份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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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花的意象能巧用在爱情书写方面，在席慕蓉诗歌的另一主题，也就是

“青春”当中也不乏花的意象的应用，这当中又是另有一番滋味。 

 

第二节：心中青春之花 

席慕蓉笔下的青春是无限魅力的，更是值得珍惜依恋的。而她也善用花的意

象来叙述心中的故事，而传出来的阵阵花香也常被她引用，表述青春。 

<七里香>就是一首以花香作为象征的一首诗： 

  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 

  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 

 

  在绿树白花的篱前 

  曾这样轻易地挥手道别 

 

  而沧桑的二十年后 

  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来 

  微风拂过时 

  便化作满园的郁香 

 

 这首诗的花香就像是“我们”青春的魂魄，在二十年前烙印在嗅觉的记忆

中，二十年后，诗人通过“满园郁香”来表示青春年华的“降临”。而花和花香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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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就是年少时光，那是永恒的，不朽的精神。“郁香”，浓香，是指美好的情思

情意。这是诗人内心书写，表达了她心中的那份“年轻”的心。 

 

虽然青春、年少很美，让人向往、留恋，但是时间却又是很残酷的，让人们

带着感伤，甚至遗憾。在这种伤逝中，花的意象就扮演着时间的桥梁，让大家去明

白青春一逝永不回的那份感伤。花不仅象征青春之美，另一边却又讽刺的带出了青

春之花只开一次，带出了花开花谢那种无法挽留的时间推移性。 

  不再回头的  

  不只是古老的晨光 

  也不只是那些个夜晚的 

  星群和月亮 

 

  尽管  每个清晨仍然会 

  开窗探望 

  每个夏季  仍然 

  会有茉莉的清香 

 

  可是 是有些什么 

  已经失落了 

  在拥挤的市街前 

  在仓皇下降的暮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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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年轻的心啊 

  永不再重逢 

 

席慕蓉这首<年轻的心>68就是引用了花的花香味依旧，但青春的岁月却不会再

重来。花会再开，但青春却是不会再复返。在依旧闻到茉莉的淡淡清香之际，年轻

的心早已老去。诗人应用了花香的象征来恰恰地讽刺了时间的残酷。 

 

除了<年轻的心>以外，<成长的定义>69：“如果  如果再遇见你/我会羞惭地

流泪/为那荒芜了的岁月/为我的终于无法坚持/为所有枯萎了的蔷薇”和<十六岁的

花季>70：“我也知道/十六岁的花季只开过一次”，这都是以花的意象来带出了诗

人对时间的流逝的那份感叹、遗憾。 

 

诗人对时间是非常的敏感的，张晓风就曾经对她说过：“„„觉得你急于捉

住的却是时间—你怎会那样迷上时间的呢？„„你好像有点着急，你怕那些东西消

失了，你要画下的、写下的启示是你的时间。”71席慕蓉也因而回答：“„„如果

年华能倒流，如果一切能再来一次，我一定把每件事都记得，而不要忘记„„”72

这当中不难发现，诗人写的是时间，就借助花来隐喻她对时间的那份情感，她希望

                                                           
68
席慕蓉：<年轻的心>，《无怨的青春》，页 11。 

69
席慕蓉：<成长的定义>，《时光九篇》，页 28-29。 

70
席慕蓉：<十六岁的花季>，《无怨的青春》，页 20。 

71
张晓风：<江河>，席慕蓉：《七里香》，页 16。 

72
张晓风：<江河>，席慕蓉：《七里香》，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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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这样的书写来“留住”自己的时光、青春。青春是很美的，既然诗人知道自己

无法再次拥有它，她就唯有以花的象征来保存这青春的回忆。 

 

席慕蓉笔下花的象征，点出了花是美好的季节，花香是片刻停留却永远刻骨

铭心的记忆；坚贞不移的爱情，而却带了悲剧收场，只因她相信世间有一种永恒不

变的爱，但是若将这种爱与花来作比较，爱情的命运却又是美但短暂的，令人感慨

万分。 

而青春缅怀、少女情怀，花香是片刻停留却永远刻骨铭心的记忆；时间带走

了青春，花香却依旧在的那一抹淡淡的哀伤。这也以花来书写花朵的存在与岁月的

痕迹流逝的强烈对比，让人感叹时光的不留人。 

 

席慕蓉的花的象征手法写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可说是简单但却有种唯美的感

觉。席慕蓉还在《七里香》的后记中表示：“这些诗一直是写给自己看得，也由于

它们，才能看到自己。知道自己正处在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刻，所有繁复的花瓣正一

层一层地舒开，所有甘如醇蜜、涩如黄连的感觉正交织地在我心中存在。岁月如一

条曲折的闪着光的河流静静地流过，今夜为二十年前的我心者不已。而二十年后再

回顾，想必也会为此刻的我而心折。”73她用生命来写诗，诗中有她的故事，有她

岁月的痕迹、青春的印记和爱情的烙印。因为诗，把她的青春、把她的爱情留住

                                                           
73
席慕蓉：<一条河流的梦>，席慕蓉：《七里香》，页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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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也因为有了花的象征，席慕容的诗歌，更加能把她内心的最深处更能描写得如

此贴切。席慕蓉的诗让人着迷，感动是因为我们通过她采用花的象征来写诗，读到

花、读到席慕蓉，也读到了自己。 

 

席慕蓉擅于借用中国古典文学中花的意象之意蕴，包括了大自然的花开花谢

的生命循环置入，并把人生的悲喜离合以花的意象来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花点缀

了席慕容的诗歌，让诗歌更有生命力，而她也把在诗歌中的花也“写活了”，让它

富有了多种意象的意义，包括了青春的不再和爱情的落空。简单而言，席诗的花让

席慕蓉把生命的痕迹诉说得更完整、更动人，诗歌因花而显得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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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席慕蓉的诗歌主题总是围绕着爱情与青春，以这样的主题入诗的诗人比比皆

是，但她的诗却能在诗坛中占一席重要的地位，想必是因为诗人的诗不是纯粹地书

写着爱情与青春、歌颂着爱情与青春，而是以一种哀悼的方式来追忆这错过的爱情

和逝去的时光。 

 

席诗中的内容是不造作、不夸张，而且它绝对不是简单的字面架构而已。笔

者觉得诗人的诗写的不仅是爱情，不仅是青春，而是生命的痕迹、岁月的烙印。当

读她的诗时，就仿佛在这同时读着她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仿佛是一种内力最真挚

与最自然的契合。读她的诗，不仅仅看见了诗人，也看见了自己，找到了自己。自

己内心的矛盾、疑惑似乎在一览其诗后，顿时茅塞顿开。在她的诗中，也找到了太

多自己一直不知道的答案，就如为何我们总是爱回首，爱写札记，她都给了笔者答

案。 

 

席慕蓉的诗歌纵使表面看来深沉忧郁，但当中却充满了“爱”，这种爱不是

仅说着爱情，而是一种对生命的关爱，那是一种对生命的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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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种对生命的顿悟以外，席慕蓉也深受古典诗词的影响，她的诗歌中就

颇富这些中国古典诗歌的美之表现。不管是在人物上的“弹箜篌的少女”74还是景

物上的“商时风  唐时雨”75这些都是古典诗歌的人生、风景意象，诗人借助这些

古典诗歌表现在用典上，并借这些诗句引入自己的作品中。诗人对这些古典诗词情

有独钟，这种手法也是诗人的写诗特征。 

 

诗人除了常以典故套用在自己的诗中，诗人的另一个身份——画家，让她拥

有惯有的笔触，由于她对自己的绘画职业的自我要求相当高，所以其作品总是显得

很细腻。其诗也因受了绘画的熏染，自然而然地而显现出许多“色彩”在其中。席

慕蓉诗中常洋溢着缤纷的色彩，这样让原本抽象的“青春”、“时光”、“爱

情”、“生命”都因而抹上了较为具体的颜色。就如：<鹿回头>中的“在暗绿褐红

又闪着金芒的林木深处”76、“曾经那样丰润的青蓝与翠绿  都已转变成枯黄与赭

红”77和“是夜色里闪着萤光的浪”78都是能看出诗人将运用作画的手法，即是以色

调运用到诗歌里。 

 

在台湾现代史中，席慕蓉是个较为特别的案例。她在台湾创造了“席慕蓉现

象”，她的诗集成为畅销书排行榜上的显位，她的作品成为大、中学校女生手中的

                                                           
74
席慕蓉：<古相思曲>，《七里香》，页 8。 

75
席慕蓉：<千年的愿望>,《七里香》，页 17。 

76
席慕蓉：<鹿回头>，《迷途诗册》，页 68。 

77
席慕蓉：<残缺的部分>，《时光九篇》，页 16。 

78
席慕蓉：<海的疑问>，《时光九篇》，页 36。 



- 50 - 
 

瑰宝；她的名字成为报刊、电台的热门话题；她甚至被看成是台湾的“诗中的琼

瑶”。她也在大陆揭起了一股“席慕蓉旋风”，成为许多青年诗爱好者心目中的偶

像。79这样的一位“传奇人物”可说是诗坛中的奇特现象，诗歌的发展中自然不能

无视它。因而吸引了更多人争相去看她的作品。 

 

但，对这位诗人的评价出现了两极化，赞美的与贬谪的评价都各执一词。渡

也认为诗人的诗歌是“主题贫乏、矫情造作、思想肤浅、浅露松散、无社会性”80

但另一边厢，张晓风则认为“她的诗又每多自宋诗以来对人生的洞彻”81，曾昭旭

在<光影寂灭处的永恒—席慕蓉在说些什么?>中则给予她高度的评价:“席慕蓉的诗

成为少年们的梦的最新寄托”82虽然评价是如此的两极化，但也因而地发现了席慕

蓉成了研究者或读者的热门争相讨论的对象。而笔者则认为诗人就是随心去写诗，

根本就不会去精心、刻意地为诗歌铺排诗歌的内容、遣词造句。诗歌只不过是她心

中的话，如果心底话得去雕琢修饰，想必那就不是席慕蓉的原意。席诗的美就是因

为它的“纯洁”，没有任何的添加物。所以，笔者觉得诗就是应该随心而发，那才

会是最真挚的诗，那才会是专属席慕蓉的诗。 

 

                                                           
79
杨宗翰：<席慕蓉与“席慕蓉现象”>，《台湾现代诗史:批判的阅读》，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2002 年，页 176。 
80
渡也：<有糖衣的毒药——评席慕蓉的诗>，《新诗补给站》，页 28-34。 

81
张晓风：<江河>，席慕蓉：《七里香》，页 19。 

82
曾昭旭：<光影寂灭处的永恒—席慕蓉在说些什么?>，席慕蓉：《无怨的青春》，页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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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她的畅销现象成了他人批评的论点，但她始终未曾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

而粗制滥造地出品许多诗集。而她一直是以当初写诗的那份“初心”去编写她的诗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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