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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诗启发庞德
发起了意象主义运动”论辨正

谢 丹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100084;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610101)

  摘要:目前学界不少人认为,中国古诗启发庞德发起了意象主义运动。事实上,意象主义是对维多利亚末期浪

漫主义的反叛,是师法希腊诗歌等诗歌传统而来,是承袭法国象征主义而来。经1909年的休姆-弗林特团体,意象

派诞生于1912年春天或初夏。庞德推出理查德·阿尔丁顿、H.D.(希尔达·杜利特尔)的希腊主题意象诗,提出他

的意象派诗歌理论,躬身于意象派诗歌创作,其理论及创作受到希腊诗歌、日本俳句等诗歌传统的影响。次年9
月,庞德初遇中国古诗,在翟里斯的英文译诗中挑选并改译出四首具有希腊诗歌、日本俳句风格的意象诗;1914年

底,庞德译出《华夏集》,才真正体现出中国古诗的影响。因此,庞德发起意象主义运动并非受到中国古诗的启发或

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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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意象派领袖埃兹拉·庞德(EzraPound,1885-1972)深受中国古诗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批评家

们通常强调中国古诗对庞德以及庞德领导的意象派的启发作用或直接影响。多伦多大学的谢明在其英文专

著《埃兹拉·庞德和汉诗西用:<华夏集>、翻译和意象主义》中指出了这一倾向:“批评家通常强调中国古诗对

意象派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的直接影响,他们认为是意象派诗人尤其是庞德捕捉到中国古诗的基本品质和

基本原则并用以革新20世纪早期英语诗歌的。”①不少人还认为,中国古诗启发庞德发起了意象主义运动。
而另一些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杰夫·特威切尔(JeffTwitchell)在论文《庞德的<华夏集>和意象派诗》中指

出:“一些批评家认为庞德对中国诗的发现影响和帮助他形成了意象派的思想,但我将证明情况并非如此。
应该说是庞德意象派诗歌原则决定了他对中国诗的兴趣、了解和翻译。我认为,直到现代派诗歌英语语言充

分发展到一定阶段,卓有成效地译中国诗才成为可能。”②该文译者张子清也指出:“一般中国学者认为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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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象派诗是从中国唐诗中借用来的或受到唐诗影响,这与历史事实不符。”①A.C.格雷厄姆(Angus
CharlesGraham)在其《唐代诗歌》序言中指出,“翻译中国古诗是意象主义运动的副产品”②。鉴于以上不同

看法,本文试图就庞德意象主义的缘起与中国古诗的关系问题作一评述,以求事实。澄清这一事实,有利于

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对探索意象主义运动以及庞德诗学的真正源头,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一 庞德与意象主义运动

意象主义是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起点,在英美诗歌史上处于重要的转型期。诗歌评论家戴维·珀

金斯(DavidPerkins)在《现代主义诗歌史》中指出:“从浪漫主义、维多利亚到‘现代主义’诗歌的转折是艺术

史上重要的转型之一。”③这场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本质上是反浪漫主义的。就意象主义而言,它是对19世纪

末20世纪初伤感滥情、抽象说教的维多利亚末期浪漫主义的反叛。另外,意象主义受到希腊诗歌等诗歌传

统的影响,现代影响主要来自法国,主要是象征主义。“从时间上看,对意象派产生影响的主要来源分两种:
古代的和现代的。古代的文学包括希腊、罗马、希伯来、中国和日本。现代影响来自法国……意象主义的最

主要的先驱是‘象征主义’”④。
意象派的前身是T.E.休姆(ThomasErnestHulme)和F.S.弗林特(FrankStewartFlint)从1908年的诗

人俱乐部退出后于1909年3月组织的团体(未命名)。他们每周四在索和街的埃菲尔铁塔餐馆聚会,表达

“对英语诗歌现状的不满”,提出“用纯粹的自由诗”、“用日本短歌和俳句”等诗歌形式取而代之,经常以斯托

勒(EdwardStore)为主导讨论“意象”,并且“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其灵魂人物休姆还坚持“诗要

绝对精确的呈现、无冗词赘语”。⑤ 4月,刚到伦敦不久的庞德开始参加聚会,在诗歌观点上与休姆等人不谋

而合。索和街聚会持续了仅一年,继之以弗里希街聚会。
意象派的诞生主要跟《诗刊》(Poetry)和三位创始诗人庞德、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Doolittle,笔名

为H.D.)、理查德·阿尔丁顿(RichardAldington)有关。批评家珀金斯将1912年作为现代主义诗歌的起

点,那一年哈莉特·门罗(HarrietMonroe)在芝加哥创建《诗刊》⑥,邀请庞德担任该杂志的海外记者,让读

者了解英法等国在艺术上的最新发展。庞德是意象主义运动(1912-1917)的发起者。阿尔丁顿说:“庞德发

明了‘意象主义运动’。”⑦雅各·柯肯(JacobKorg)说:“意象主义是庞德发明、命名和组织的,但在H.D.的早

期诗歌中得到了最好的表现。”⑧我们将1912年春天或初夏作为意象主义运动的起点。珀金斯认为,1912年

春,意象派在肯辛顿的一家茶馆里诞生了。⑨ 据阿尔丁顿回忆,庞德和 H.D.像其他美国移民一样喜欢喝下

午茶,很自然,意象主义运动就在肯辛顿的一家茶馆里诞生了。H.D.写了几首诗交给庞德,庞德表现得非常

激动,摘下他的夹鼻眼镜说他们是意象派诗人。 据 H.D.回忆,在大英博物馆的茶室里,庞德说,“但是,德
律阿得斯(Dryad),这就是诗。”他用铅笔删减,“删掉这行,缩短这行,《路神赫尔墨斯》是一首好诗。我要把

它寄给《诗刊》的哈莉特·门罗,你有存稿吗? 有? 那我们可以把这份寄去,或者我回来的时候打印一份。这

样可以吗?”然后他在页底潦草的写上“意象派诗人 H.D.”(“H.D.Imagiste”)。 庞德说,“1912年春天或初

夏”,他们三位诗人达成共识,形成了意象三原则。在《诗刊》1913年1月刊上,他还说:“当两三位年轻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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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认为某种事物是美好的时候,一个学派就形成了。”①因此,笔者认为,意象派诞生于1912年春天或初夏。

10月,庞德出版诗集《回击》(RipostesofEzraPound),将休姆的5首诗收为附录并为其作序,在序言中,
他指出他们是承袭1909年休姆-弗林特团体的“意象派”诗人:“(之前的)‘意象学派’(‘SchoolofImages’)
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现在的)意象派诗人(‘LesImagistes’)把未来握在自己手里。意象派诗人是

已被人忘却的1909年学派的后代。”②大约同时,庞德给门罗写信推荐 H.D.的希腊主题意象诗:“我又遇上

了好运气,我给你寄上一些由一个美国人写的现代东西。我说现代,因为它是用意象派的简洁语言写成的,
纵然主题是古典的……客观———毫不滑来滑去;直接———没有滥用的形容词,没有不能接受检验的比喻。它

是直率的谈吐,和希腊人一般直率!”③12月,《诗刊》发表了阿尔丁顿的3首希腊主题诗,门罗称他为“意象派

诗人”,并称:“意象派诗人是一群热忱的希腊主义者,正在从事有趣的自由诗试验……”④1913年1月,《诗
刊》又发表了H.D.的3首希腊主题诗,署名为“意象派诗人H.D.”,门罗评论说:“她翻译的希腊诗片段并不

是确切的翻译,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最终译文,而是在微妙难懂的韵律上所做的种种尝试,有时已经达到了

令人着迷的美妙。”⑤庞德如是介绍意象派:“在这里最年轻的、敢称自己是一个流派的便是意象派……篇幅

所限没法详细的提出意象派的纲领,但其口号之一是精确……”⑥1913年3月,《诗刊》刊出了由庞德撰写、弗
林特署名的《意象主义》(“Imagisme”)以及庞德的《意象派诗人的几条禁例》(“AFewDon’tbyanImag-
iste”),门罗加注说明,不要将意象主义和希腊主题诗或自由诗等同起来,“意象主义未必与希腊主题和自由

诗联系在一起”。⑦ 4月,《诗刊》又发表了庞德的11首《现代》(“Contemporania”)组诗。庞德决定出一本意

象派诗集,以H.D.、阿尔丁顿、弗林特以及他本人的诗为主体,再加上一些赞同意象原则的同时代诗人写的

诗。年底而非“1913年夏天”⑧完成了这部诗集的编辑工作,“年底,庞德收集了不同作家的不同诗作”⑨。

1914年2月,诗集以《意象派诗人》(DesImagistes:AnAnthology)的名字问世。庞德随后离开意象派加

入漩涡派,意象主义运动进入后期,即艾米·洛威尔(AmyLowell)领导时期。
二 庞德的意象理论与希腊诗歌、日本俳句的影响

庞德不仅是意象诗的主要实践者,而且是意象派的理论家。在自己诗歌创作的基础上,逐渐提出了他的

意象理论。庞德主张诗歌的客观性,要求诗人不说教,以简洁清晰的语言客观呈现事物。1908年10月21
日,在给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CarlosWilliams)的一封信中,庞德把自己“诗艺的最终成

就”归纳为:“1.按照我所见的事物来描绘。2.美。3.不带说教。4.如果你重复几个人的话,只是为了说得更

好或更简洁,那实在是件好的行为。彻底的创新,自然是办不到的。”庞德反对抽象概括、堆砌细节,主张呈

现启发性细节,并且不做评论。1911年和1912年,庞德在《新世纪》周刊上发表题为《我收集奥西里斯被切

碎的肢体》(“IGathertheLimbsofOsiris”)的系列论文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学术方法”———“启发性细节的

方法”(“MethodofLuminousDetail”),某些细节“能为人们观察周围环境、前因后果、序次与规律,提供一种

出人意料的洞识力……诗人找出事物明澈的一面,呈现它,不加陈述”。 1911年12月,庞德指出诗风转向,
他认为19世纪是“一个相当模糊凌乱的时代,一种感伤主义的,形式主义的时代”,20世纪的诗歌将不会“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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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华丽词藻的喧闹以显得似乎铿锵有力”,不会“有那么多浓妆艳抹的形容词来削弱诗歌的影响和感染

力”,而“一定会变得较为坚实(‘harder’),较为清醒”,如“休利特先生所说的‘更接近骨头’”①,应该朝着坚实

硬朗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意象派诗人所追求的诗歌。三位意象派创始诗人就意象诗的写作达成了三点共

识:

  1912年春天或初夏,“H.D.”(希尔达·杜利特尔)、理查德·阿尔丁顿和我都认为我们在下列三项

原则上是一致的:

1.对于所写之“物”,无论是主观的或客观的,要用直接处理的方法。

2.决不使用任何对表达没有作用的字。

3.关于韵律:按照富有音乐性的词句的先后关联,而不是按照一架节拍器的节拍来写诗。②

意象三原则最早出现在《意象主义》一文中,是针对维多利亚后期浪漫主义诗歌而提出的。同维多利亚

后期浪漫主义诗人宣泄情感、藻饰语言、使用格律诗写诗不同,意象派诗人立象尽意,用词简洁,使用自由诗

写诗。庞德主张不说教不评论地呈现意象。庞德的意象思想与T.S.艾略特(ThomasSteamsEliot)的“客
观对应物”(“objectivecorrelative”)及威廉斯的“物外无思”(“noideasbutinthings”)相似。

在该文中,庞德还指出,意象派诗人是传统主义者,他们以“最优秀的传统”为典范:“他们的唯一努力是

依据最优秀的传统写作,正如他们在历代最优秀的作家如萨福(Sappho)、卡图卢斯(Catullus)、维庸(Villon)
身上找到的。”③庞德就是这样一位传统主义者。他视野开阔,博采众长,从希腊、罗马、法国、日本、中国等国

诗歌传统中吸取养料以革新英诗,深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理。
庞德的意象理论及诗歌创作受到了希腊诗歌传统的影响。希腊诗歌简洁、硬朗,喜用希腊神话典故。庞

德写了不少仿希腊诗,比如诗集《熄灭的细烛》(1908)中的《树》(“TheTree”)、诗集《反击》(1912)中的《少女》
(“AGirl”)以及分别于1912年2月和6月发表的《多利亚》(“Δ'ΩPIA”)和《归来》(“TheReturn”)等等。
《树》和《少女》均使用了达芙妮因阿波罗的追逐而变成月桂树的典故,《少女》是庞德为当时的恋人杜利特尔

而作,庞德也以德律阿得斯(Dryad,希腊神话中的树神)称之。在《戈蒂埃-布泽斯卡:回忆录》中,庞德解释

“意象”时,很可能是以《多利亚》为原型突出了意象中的情感因素。“‘意象’,我指这样一种方程式;不是数学

的方程式,不是a、b、c这类跟形式有关的东西,而是大海、悬崖、夜晚等跟情绪有关的东西。”④以下诗句包含

了“大海、悬崖、夜晚”(其中“不见阳光”蕴含着“夜晚”)意象⑤:

  Havemeinthestrongloneliness
  ofsunlesscliff
Andofgreywaters.⑥

让我在不见阳光的悬崖

或灰色波浪的

强烈的寂寞中。⑦

  庞德强调诗歌中的情感因素,一定有萨福抒情诗的影响,他还提出“唯有情感永恒”⑧等重视诗歌情感的

诗学思想。
庞德的意象理论及诗歌创作还受到了日本俳句的影响。庞德的意象定义就体现出俳句的影响。俳句受

禅宗影响,强调顿悟,这种顿悟不受时空限制,摆脱了思想与情感的束缚,达到一种类似自然界的状态。⑨ 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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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在《意象派诗人的几条禁例》一文中如此定义“意象”:

  一个意象是在瞬息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正是这种“复合体”的突然呈现,给人

以突然解放的感觉,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的感觉,一种我们在面对最伟大的艺术品时经受到的突然长大

了的感觉。①

庞德认为意象是感性与智性、情感与思想的瞬间融合。这样的瞬间给人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突然解放

的感觉。《诗刊》1913年4月刊出的《地铁车站》(“InaStationoftheMetro”)是一首仿俳诗,呈现的就是这

样一个瞬间,或称为“俳句时刻”(“haikumoment”②),“在这样的诗中,诗人想捕捉外在客观事物转化成内在

主观事物的准确瞬间。”③庞德抓住了不受时空限制的瞬间,将外在客观的“脸庞”瞬间转化成内在主观的“花
瓣”:

  Theapparitionofthesefacesinthecrowd:

Petalsonawet,blackbough.④
人群中出现的那些脸庞:
潮湿黝黑树枝上的花瓣。⑤

  另外,庞德受“俳句并置”(“haikujuxtaposition”⑥)影响而提出“意象叠加”(“super-position”)。庞德说:
“‘单意象诗’是意象叠加的一种形式,即一个思想置于另一个思想之上。我认为意象叠加的方法帮助我走出

地铁情感留下的困境……”⑦“脸庞”叠加在“花瓣”上,构成人物意象与自然意象的并置。请注意,庞德为凸

显“意象叠加”而使用的冒号,冒号被很多译家忽略了,但在上文赵毅衡的译诗中得到了体现。我们知道,俳
句由5-7-5三行17个音节组成。庞德有意识地模仿俳句的这种节奏模式。如果将第一行诗重建成两行,这
首诗就变成了5-7-7音节的三行诗(“Theapparition/Ofthesefacesinthecrowd/Petalsonawet,black
bough”)⑧。此外,庞德还写了典型的三行仿俳诗如《阿尔巴》(“Alba”)以及较长的仿俳诗如《石南》
(“Heather”)、《社会》(“Society”)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在自己诗歌创作的基础上,庞德逐渐提出了他的意象派诗歌理论,其理论与创作受到了

希腊诗歌、日本俳句等诗歌传统的影响。
三 庞德与中国古诗的相遇

庞德最早是通过诗人艾伦·阿普沃德(AllenUpward)接触到中国古诗的。1913年9月,《诗刊》发表了

阿普沃德的中国风格系列诗《一只中国花瓶中芳香的叶子》,这些诗深深吸引了庞德。9月底,庞德到阿普沃

德怀特岛的家中拜访。阿普沃德向庞德解释说这些诗不是译自中国古诗,甚至也不是释义,“是出自我的头

脑,仅凭着一些中国印象”。然后,阿普沃德给庞德看赫伯特·翟理斯(HerbertAllenGiles)所著的《中国文

学史》(1901)⑨。书中有翟里斯翻译的中国历代古诗及各时期诗歌的描述。10月13日,庞德在给母亲写信

时称赞此书:“您会发现翟里斯的《中国文学史》是一本有趣的书。可以说阿普沃德把我引向了那个方向。”

庞德选取了四首翟里斯英译的中国古诗进行改译。
第一首《仿屈原》(“AfterCh’uYuan”)是庞德根据翟里斯节译的屈原《九歌·山鬼》改译成的一首简洁

的意象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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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willgetmetothewood
Wherethegodswalkgarlandedinwisteria,

  我要走入林中

戴紫藤花冠的众神漫步的林中,

  Bythesilver-blueflood
  moveotherswithivorycars.
Therecomeforthmanymaidens
  togathergrapesfortheleopards,myfriend.
Forthereareleopardsdrawingthecars.

Iwillwalkintheglade,

Iwillcomeoutfromthenewthicket
  andaccosttheprocessionofmaidens.①

  在银粼粼的蓝色河水旁,
其它的神祗驾着象牙制成的车辆。
那里,许多少女走了出来,
为我的朋友豹采摘葡萄。
这些豹可是拉车的豹。

我要步入林间的空地,
我要从新的灌木丛中出来,
招呼这一队少女。②

  从形式上看,庞德提取了启发性细节,改写成一首包含希腊神话典故和意象的意象诗。台湾评论家苏雪

林认为,山鬼是女性化的男性酒神狄奥尼索斯,因为葡萄藤、常春藤、豹、猞猁都属于酒神神话。③ 这段描写

吸引庞德之处,很可能是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游行队伍的诸多相似之处,庞德诗中的少女和葡萄更增加了希

腊韵味。④

第二首《刘彻》(“LiuCh’e”)是庞德在汉武帝《落叶哀蝉曲》的翟里斯译诗基础上改译而成:

  Therustlingofthesilkisdiscontinued,

Dustdriftsoverthecourt-yard,

Thereisnosoundoffoot-fall,andtheleaves
Scurryintoheapsandliestill,

Andshetherejoiceoftheheartisbeneaththem:

Awetleafthatclingstothethreshold.⑤

  丝绸的瑟瑟响停了,
尘埃飘落在院子里,
足音再不可闻,落叶

匆匆地堆成了堆,一动不动,
落叶下是她,心的欢乐者。

一片贴在门槛上的湿叶子。⑥

  这首译诗运用了日本俳句中的末行并置,末行的自然意象与前面诗行的人物意象形成并置。庞德用冒

号凸显意象叠加,可是在译诗中没有得到体现。另外,庞德还用隔行凸显意象叠加,凸显全诗诗眼“湿叶子”
意象。

第三首《题扇诗,给她的帝王》(“Fan-PieceforherImperialLord”)是庞德根据班婕妤《怨歌行》的翟里

斯译诗翻译而成的。庞德将翟里斯的十行译诗改译成三行典型的仿俳诗:

  Ofanofwhitesilk,

  clearasfrostonthegrass-blade,

Youalsoarelaidaside.⑦

  噢洁白的绸扇,

    象草叶上的霜一样清湛,
你也被弃置在一旁。⑧

  在这首译诗中,绸扇与“你”形成并置,自然意象与人物意象形成并置。节奏模式是7-5-7,能看出庞德对

俳句传统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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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首《蔡姬》(“Ts’aiChi’h”)也是一首仿俳诗,这首诗据方志彤考证没有确切的来源:

  Thepetalsfallinthefountain,

  theorange-colouredrose-leaves,

Theirochreclingstothestone.①

  深山中花瓣飘零,

    还有橘黄的玫瑰叶,
叶子的赭色紧贴在石头上。②

  诗中全是物象的客观呈现,没有“人”入诗,这体现了日本俳句对自然意象的强调。节奏模式是8-7-7,在
节奏上,庞德的确是有意识地遵守了俳句传统。

考察了庞德的四首译诗,我们发现:尽管是译自翟里斯英译的中国古诗,但这四首译诗仍表现出希腊诗

歌和日本俳句的风格,说明当时庞德的诗歌理论及诗歌创作仍受到二者的影响。另外,这四首译诗与其说是

翻译,不如说是庞德根据意象原则创作的意象诗。翻译时,庞德运用了启发性细节的方法挑选鲜明的意象,
将翟里斯译诗改译成了意象鲜明、含蓄凝练的意象诗。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认为,“翻译是

对源文本的一种改写。不管目的为何,所有的改写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某种诗学……”③庞德的翻译的

确是一种改写,一种自由度很高的改写,改写反映了他的意象主义诗学,受希腊诗歌及日本俳句影响的意象

主义诗学。庞德接受中国古诗的影响还有一个过程。
在遇到翟里斯译诗后,庞德又相遇了恩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Fenollosa)的中文诗笔记。1913年

10月2号,庞德给妻子多萝西·莎士比亚(DorothyShakespear)写信说:周一在印度女诗人萨洛姬妮·奈都

(SarojiniNaidu)伦敦家中和奈都夫人及费诺罗萨夫人吃饭,“处处皆东方”④。费诺罗萨夫人决定将丈夫遗

稿寄给庞德。庞德12月19号给威廉斯写信说,“我已经得到了老费诺罗萨的全部宝藏”⑤。收到费诺罗萨

笔记后,庞德并未立即着手翻译中国古诗,而是首先处理日本能剧译稿。因为那时他是叶芝的秘书,老诗人

对日本能剧感兴趣。直到1914年11月,庞德才着手翻译费诺罗萨的中国笔记。12月底,庞德写信给他父

亲说,他已经“从费诺罗萨的中国笔记中弄出了一本小书”⑥。这本小书就是1915年4月发表的《华夏集》。
《华夏集》真正体现了中国古诗的影响,诗集中不再出现希腊神话典故或两三行的仿俳诗。因此,T.S.艾略

特称庞德为“我们时代中国诗的发明者”⑦。《华夏集》为英美诗坛吹去了一股中国风,对意象主义运动乃至

整个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 结语

目前学界不少人认为,中国古诗启发庞德发起了意象主义运动。事实上,意象主义是对维多利亚末期浪

漫主义的反叛而来,是师法希腊诗歌等诗歌传统而来,承袭法国象征意义而来,经1909年的休姆-弗林特团

体,意象派诞生于1912年春天或夏天。庞德推出理查德·阿尔丁顿、H.D.的希腊题材意象诗,提出他的意

象派诗歌理论,躬身于意象派诗歌创作,其理论及创作受到希腊诗歌、日本俳句等诗歌传统的影响。次年9
月,庞德初遇中国古诗,在翟里斯的英文译诗中挑选并改译出四首具有希腊诗歌、日本俳句风格的意象诗;

1914年底,庞德译出《华夏集》,才真正体现出中国古诗的影响。因此,庞德发起意象主义运动并非受到中国

古诗的启发或直接影响。
尽管中国古诗并没有启发或直接影响庞德发起意象主义运动,但通过中国艺术法国诗歌、日本俳句等途

径可能间接影响了庞德的诗歌理论和其后的诗歌创作。在接触到中国古诗之前,庞德在青少年时期以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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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伦敦时期均受到了中国艺术的熏陶①。这可能导致他发生“视域变化”,中国美学中的诗画同源、艺词赋

格,这种“视域变化”也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另外,庞德在《法国诗歌中的硬朗与柔软》一
文中明确表示他的“硬朗”(“hardness”)思想来自法国唯美主义先驱泰奥菲尔·戈蒂耶(TheophileGauti-
er)②,而戈蒂耶的硬朗诗学又来自中国。19世纪下半叶,中国诗歌首先在法国兴起,戈蒂耶写了几首诗,他
试图阐明一种新的“硬朗”诗学———他感觉到这是内在于中国诗中的品质之一,这恰恰与当时法国盛行的说

教风相反。③ 再者,中国文化与中国古诗影响了日本文化与日本俳句。
由此可见,中国古诗并没有启发或直接影响庞德发起意义运动,但可能间接影响了庞德的诗歌理论及诗

歌创作。

ArgumentthatPoundLaunchedtheImagistMovement
undertheInspirationofChineseClassicalPoems

XIEDan
(SchoolofHumanities,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101,China)

Abstract:ItismucharguedthatPoundlaunchedtheImagistmovementundertheinspiration
ofChineseclassicalpoems.Infact,inreactiontolateVictorianromanticism,Imagismismodeled
ontheGreekandotherpoetictraditions,immediatelysucceedingFrenchsymbolism.Descending
fromHulme-Flintgroupof1909,Imagismasagroupwasborninthespringorearlysummerof
1912.PoundpromotedtheImagistpoemswithHellenicsubjectofAldingtonandH.D.,pro-
posedhisImagisttheoryandpoemsshowingtheinfluencesofGreekpoems,JapaneseHaikuand
otherpoetictraditions.WithhisinitialaccesstoChinesepoemsnextSeptember,hechoseamong
Giles’stranslatedpoemsinEnglishandproducedfourtranslatedpoems,characteristicofGreek
poemsandJapaneseHaiku.Bytheendof1914,heproducedCathayrevealingtherealinfluence
ofChineseclassicalpoems.Hence,Pound’slaunchingoftheImagistmovementwasnotdueto
theinspirationordirectinfluenceofChineseclassicalpoems.

Keywords:Pound;Imagism;Imagistmovement;Greekpoems;Japanesehaiku;Chinese
classicalpo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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