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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有限 
——对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三种解读 

赵  娟  
（广西师范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1） 

摘  要：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枝奇葩。在此试图以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三种西方文艺

学批评方法对作品进行分析，旨在阐发诗作背后深藏的理论意味和意义空间，并借此阐明对待文艺学批评方法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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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Limited 
——Three Interpretations for Mounting Youzhou Terrace by Chen Zi’ang 

ZHAO  Jua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angxi·Nanning  530001) 

 
Abstract: Mounting Youzhou Terrace by Chen Zi’ang is a wonderful work of the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sze the poetry from three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im methods of psychoanalysis, structuralism, deconstructionism. And it aims to 
elucidate the theoretical meaning and the meaning space which were hidden in the poetry, and to clarify the right attitude to literary criticism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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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陈子昂，我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他那首激荡了千百

代志士仁人心胸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寥寥四句，二十二个字，却能

够穿古越今，成为人们吟唱不止的文学经典。这是为何？历代

诗评家都试图对此做出解答，但 后大都连自己也不能满意。

这首诗的顽强生命力在于它在极小的范围内集中蕴蓄了大量的

信息，从而使其潜在的思想神韵成了一个永远也探讨不完的难

题。当然，对诗中所蕴含信息的解读还必须依赖各种文学研究

方法，正是由于对不同方法的运用，才会使原本平淡的文本产

生丰富的内蕴。    

在此，将分别用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三种方法

来解析《登幽州台歌》，以进一步发掘深藏在这首诗背后的理论

意味以及意义空间。 

一、精神分析之深蕴在《登幽州台歌》中的死本能 

初看之下，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表现的是个人的不平

之鸣，是个人的情感抒发，但在本质上，它却是一种人类共同

情感的体现。具体地说，表现在《登幽州台歌》中的人类共同

情感,实际上是人类无意识深处的死本能。 

何谓死本能？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依德把人类的无意识分

为两种：一种是生的本能，另一种是死的本能。死本能就是个

体在生命过程中无意识地趋向死亡的努力。人，作为生命的一

种，从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向“死”的运动。当然，这一

运动在无意识地进行着，是无意识深层中对死的追求和向往，

而在意识中则表现为求生意志的挣扎与努力。陈子昂《登幽州

台歌》所蕴涵的人类共同情感就道出了人类对死这一必然命运

的深沉叹息。 

深蕴在《登幽州台歌》诗中的死本能，在字面上是以一种

对死的恐惧表现出来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很

明显，这是对天地无穷、人生短促的刻骨铭心的感伤，是对壮

志未酬、死之将至的无法遣怀的恐惧。为什么在无意识中对于

死的追求和向往，在意识中却转化为对死的恐惧呢？弗洛依德

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引论》中作过大量细

致入微的研究，指出这是一种“矛盾替代”现象。弗洛依德指

出，“自我”要求生存和被爱，而“本我”则有一种超死本能。

“自我”当然抵挡不住本能的进攻，与此同时,“自我”又被“超

我”困扰，于是，自我的自恋力比多能量所遭受的损伤便造成

了个体的心理焦虑，这种焦虑本质上就是死亡恐惧的潜在内涵。
①
 围绕《登幽州台歌》，我们来看看死的本能和对死的恐惧是如

何进入陈子昂的意识并影响他的创作活动的。 

通过了解陈子昂的生平，我们看到，他青年时即喜欢黄老

之学，且很有政治才干，直言敢谏。同时，他一生中遭受过两

次巨大的心灵创伤：一次是因“逆党”牵连被捕入狱；一次是

作为武攸宜幕府参谋，他积极请战，纠弹军营之失策，不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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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采纳，反受到“降为军曹”的处分。经过两次心灵创伤，一

方面，作为一个研习过黄老之学的诗人，难免会遁入“归于乌

有”的悲哀；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才情、抱负、坎坷集于一身

的封建士大夫，又有一种壮志未酬身先死的烦恼和恐惧。由两

次心灵创伤所激起的内在矛盾在作家心中时常处于交战状态：

天地悠悠，而斯人独憔悴；想归于乌有，而又心有遗憾。死的

本能与死的恐惧反复争斗，此消彼长，创作动机就在这种情况

下爆发了。于是乎，这首诗既含有因万念俱灰而产生的对死的

渴望，又含有唯恐生命短促、功业未成而造成的对死的恐惧，

因而成为死亡恐惧掩盖下的死亡本能的混合体。这就是《登幽

州台歌》所表现的人类共同情感，也是其巨大的心理学内容的

精髓所在。 

二、《登幽州台歌》的结构主义阐释 

用结构主义的文本观去考察小说的艺术特质是结构主义在

文学研究中 常见的作用。事实上，结构主义也可以对诗歌进

行有效的阐释。就诗歌批评而言，结构主义者常常把作品的结

构分为“浅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前者主要关心诗歌的谋篇

布局，后者则关心诗歌总体的美学效果。在此，我们将以“深

层结构”理论对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艺术建构方式进行新

的归纳和阐释。 

通过反复地阅读作品,我们会发现“历史经验/个体体验”

这个二项对立的结构模式支配着《登幽州台歌》的整个文本内

容并可以高度地抽象概括为该诗的“深层结构”。 

“前不见古人”，诗的开篇就用“前”和“古人”两个词将

历史经验呈现在我们面前。这里对历史经验的叙述是“以点带

面”式的，极其简洁，简洁到我们不得不自己去寻找。还好，

题目中还有“幽州台”，于是我们知道，在这里，燕昭王曾筑蓟

北楼，以千金置其上，虚心纳士，终于引来乐毅、邹衍等人，

建立了攻克齐国七十二城的不世奇功。当然，诗人对历史的回

顾目的不在于对历史本身的关注，而在于对历史经验的打捞和

铭记。《登幽州台歌》通过对幽州台历史的回顾表达了诗人对“幸

遇明主”和“建功立业”的强烈向往，是诗人对历史经验的潜

在认同的外现。 

如同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对任何历

史经验和历史事实本身的认识都不免带上了个体体验的印迹,

也只有在个体体验的基础上，历史经验才能获得现实意义。在

陈子昂的这首诗中，个体体验作为与历史经验相对的因素显得

较为复杂。个体体验作为一种当下思维，在时间的层面上肯定

不同于历史经验，但个体体验可能在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上与

历史经验趋向统一。研读《登幽州台歌》，我们发觉这种趋同性

实际上是诗人思想的一次痛苦旅行，因为诗人的真实体验由于

现实和历史的冲突而与历史经验处于分裂的状态之中，但在诗

中，诗人的体验和历史的经验并非逆向的关系，二者实际上是

统一的，这种统一是诗人的灵魂在现实社会中彷徨挣扎后作出

的痛苦抉择。“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不是前无古人后无

来者，而是主体既不见古人和来者，古人和来者亦见不到主体。

我理解这里的“古人”和“来者”，其所指是一致的，主要是指

那些善于用人，能在政治上力挽狂澜、建功立业的英雄。在这

里，“古人”“来者”与主体在审美情趣与价值观念上的关系真

实地记录了诗人的个体体验和历史经验的同一性。然而在这个

时代，偏偏既无古代英雄，亦无将来豪杰，二者皆“不见”，加

之“天地悠悠”，人生有限，主体唯有“怆然涕下”，这则是个

体体验与现实生活的矛盾性的表现。《登幽州台歌》在诗人的巧

思中将历史与现实交织在一起并充满了历史经验与个体体验的

矛盾和统一。 

美国结构主义学者乔·卡勒在其代表作《结构主义诗学》

中认为，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结构主义批评的目的不是要找出

文学文本中具有对立关系的结构模式，而是要通过这些“二项

对立”的结构去实现“客体的重建”
②
。在这首诗中，“历史经

验/个体体验”这个看似充满了对立悖反的结构模式其实统一于

诗人对现实的批评和超越中，统一于诗人对历史经验和传统文

化价值观念的认同中，并 终通过忧国忧民的情怀，表现为对

民族文化的回归和重建，这使得这首诗在文化精神追求的层面

上实现了重建。 

三、解构主义视域下《登幽州台歌》的意义追问 

解构主义认为，“文本之外，别无他物”。
③
所有意义的根源，

就在作品本身。解构主义同时也认为，任何意义都是流动的和

易变的，没有同一性，也没有固定的意义。 

就《登幽州台歌》来说，被普遍接受的表面意义是：这是

诗人抒发“生不逢辰”、郁郁不得志的感伤之作。但通过进一步

思索，我们会发现，抒发不得志的伤感，几乎是封建时代知识

分子的通病，这方面的诗歌也不胜枚举，但为何独有陈子昂的

这首短歌被称为绝响？原因只有一个，它的意义绝非如此简单。 

从文本看，诗的题目是《登幽州台歌》，而诗中却没有写诗

人如何一步步地登上幽州台，更没有写在台上又望见了什么具

体的景物。单就题目而言，我们可以说它没有意义，或者说它

仅仅就是作为一个题目的意义。照这样的理解，上文所说的这

首诗的表面意义也就不成立了，因为这种表面意义是建立在诗

的内容与“幽州台”互文的基础上的。因此，诗的题目究竟有

没有意义，我们无法确定；那所谓的表面意义到底成不成立，

我们依然无法确定。再看诗的内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起句便给我们一种统一的、浑融的、巨大的时空之感。如果我

们把时间与空间比作一个坐标系的话，那么，历史与未来便是

纵轴，天与地便是横轴，抒情主人公正站在历史与未来、天与

地的交叉点上。可以说，这是抒情主体对自己的一种确认，即

确认自己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因为两个“不见”和一个“悠

悠”的出现，我们也可以说抒情主体在确认自己存在的同时也

否定了自己的存在。古往今来，天地之间，置身于这样一个无

限之中，抒情主体感到的只有虚无空旷。但这种虚无空旷又不

是绝对的空，因为“古人”和“来者”都是存在的，只是不为

抒情主体所见。于是，在这样一个若有若无的境界中，主体的

存在与不存在就是一种茫然的状态，我们不能确定他存在，也

不能确定他不存在。 

《登幽州台歌》这首诗并没有一个所谓的终极意义。在心

为志，发言为诗，陈子昂在创作之初也只是发出了愤激的呼喊，

并没有赋予它政治、哲学等方面的目的意义。在解构主义代表

人物德里达看来，这即是“分延”的产物。“分延”既无普遍性

意义，又无特定性意义，它不指涉一种中心固定性，而是既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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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他二元对立，又不断否定自己。这样就造成了“分延”从

不固定自己，而是以似是而非的面貌否定了在场与不在场的对

立。从而，意义的神话被打破。 

这首传诵千年的小诗，在不断的否定中生成新的意义。事

实上，诗中潜藏着一个永远未曾呈现的意义，对这个所指意义

的确定总是被延搁，并被新的替代物所补充和重新组构。所以，

没有永远的《登幽州台歌》，也没有永远的意义。这首诗的生命

力不在于其背后实在的存在一种观念，而在于它自身就是一个

永远无法解决的谜题，这个迷题的解答等待着无穷的新问题的

解决。正因为这样，才使得对其意义的寻求成为一种追问活动。 

在此我们借鉴现代的文艺学研究方法，分别用精神分析、

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方法对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进行重

新审视和解剖，发掘了深藏其后的丰富的文学意蕴，使得这首

千古绝唱超越了自身的界限，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当然，这一

成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不同的文艺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由此，

我们得出结论，对文学和具体文本的剖析和鉴赏，必须坚持多

种视角，扩大参照系统，拓展研究方法，以便更深更好地把握

作品。然而，我们也知道，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其适用范围

和缺陷，所以在运用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不是所有的文艺

学研究方法都可以用在对一部作品的研究上，对于究竟使用什

么样的研究方法，则必须从文学自身的规律和具体对象出发，

实事求是地加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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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法]乔·卡勒.结构主义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7-40. 

③  [法]德里达.文字语言学[M].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6: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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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为了向世人展示女性的丑恶之态，就要极力描写女性

的客观美，因为它是一切罪恶的源头。而这样的写作意图也融

进了宫体诗的创作中。在当时，受到佛教妇女观影响的文人们

“较之前代更刻意地关注和研究现实中女子的淫欲作态和妒

行，以诗的形式对之进行揭露和宣传”，[3]因此在宫体诗中大量

出现铺写女子欲色异相的现象，这也导致了对宫体诗的评价不

高。 
但是，并不是说宫体诗完全就是佛教作用下的产物。因为

宫体诗自身有着不同于佛教的特点。 
其一，从文学自身发展而言，宫体诗的出现及其发展也是

中古文学发展史上的一环。据徐摛记载，宫体诗的产生，是“好

为新变，不拘旧体”的结果[4]，是永明诗风的进一步发展，是一

个文学继承与创新的问题。宫体诗作为一个新的文学体裁，是

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使然。而且，宫体诗也并非只有色情一端，

价值也不能仅同低俗等值，它还有佛理、咏物和游戏之诗，有

些成就尚可。所以，不能以偏概全，只看到色情的一面，就全

盘否定和贬低宫体诗的价值。 
其二，从诗人的创作心理来看，对女子的审美关注，是中

国传统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女性以及与女性有关的事物的

描写在文学史上数不胜数。因此，大多数的宫体诗还是一种艳

情诗。本质上它是由诗人们的好俗导致的，“人性的需要是宫体

诗产生的内因”。[5]因为身为宫廷诗人甚至是封建君主，身处严

谨的环境中，不能随心所欲，内心压抑，用这样的方式来宣泄

情绪也无可厚非。 
其三，从地域文化特点来看，当时的梁陈区域应属江南，

统治者们骨子里还是偏好俗文化的。比如梁武帝就很喜欢民间

的西曲吴歌，并模仿民歌写了不少艳词。当然，民歌质朴真挚，

艳词轻浮冶艳，不可相提并论，但从侧面说明了统治阶层本质

上还是好俗的，因而，诗中涉及情色部分也是说得通的。 
总之，我们对于宫体诗和佛教之间的关系研究，还需要进

一步努力，更需要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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