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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厦 大 中 文 学 报»(JournalofChineseStudies,Xiamen

University)系由厦门大学中文系创办的中国语言文学学术研究丛

刊.厦大建校伊始,中文即为重镇.学界名流鲁迅、林语堂、沈兼

士、罗常培、周辨明、施蛰存、林庚等,教授其间,学术基础,乃得奠

定.迄今百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斯风日炽.于兹创立本刊,秉

持“追求真理、注重实学、崇尚创新、鼓励争鸣”之宗旨,立足东南,

面向世界,刊发高质量、前沿性之学术文章,展示中文研究成果,增

强学人了解互动,促进学界交流合作,为推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

繁荣和发展,贡献力量.

厦门大学中文系

２０１５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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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李如龙

　　语言的特征即语言的存在.特征是对不同事物进行异同比较的结论,同的

是共性特征,异的是个性特征.每种语言都和别的语言有同有异,一种语言内

部有相同的共性特征,对于别的语言又是个性特征.同一语系之内也有共性特

征,对于别的语系则是个性特征.任何语言都有自己的共性和个性,都存在于

共性和个性的特征网络之间.特征是语言存在的依据,没有特征的语言是不存

在的.
研究语言必须先对语言做调查,然而调查只是研究前的准备,只有比较才

是研究的开始.比较就是考察它和别的语言、和前代语言的异同,从异同中提

取特征.了解特征才能真正认识语言的存在.
语言的特征是多元、多层存在的.语言的共时系统是多元、多层的特征构

成的:语音特征包括声母、韵母、声调、音节构成及连音变化等项;词汇特征可分

别就核心词、基本词、一般词或书面语、口头语考察;语法特征则分为词法和句

法两类.各种特征都有总体特征和分体特征之分,基本特征和一般特征之别.
语言特征是不断演化的.分体特征发生变异会造成不同历史层次的叠置

(如文白异读就体现了不同语音和词汇的历史层次);特征系统发生了大规模的

调整,就显示了语言的历史分期(如原始的、古代的、现代的等);若是基本特征

发生重大变迁也可能造成类型的转换(如从无声调到产生声调、从单音词到多

音词).语言的历史就是对稳定和变异的更替、量变和质变的转移的记录.可

见,特征是语言比较的出发点,也是语言研究的总结.
历来的汉语研究已经有不少可贵的特征考察成果和经验.传统的中国语

言学虽然少与其他语言做比较,但关于汉语自身的共同特征都有许多成功的研

究.例如音韵学对汉语语音结构(声韵调)的精准分析,文字学对汉字的形音义

结构及其演变的独特表述,训诂学对汉语词汇、词义的细致考察,修辞学对文学

语言的语用变换的生动描述,都登上了古代语文(文言)学的光辉高峰.
现代的中国语言学从古代转向现代,从文献转向口语,这是顺乎世界潮流

的革命性转向.语音研究从汉字字音走进口语的音流(如方音的连读变化),从

抽象的音类走到具体音值,借助西方的方法(包括音标和各种实验仪器)对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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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音节和种种连音变化进行全面分析;词汇的研究从文献的生僻字考释转向

整个词汇语义系统的分析,并注重口语常用词的历史考察,出版了大量的描写

性、规范性、计量性辞书为现实应用服务;语法研究从无到有、由浅入深,从“跟

着转”到探索汉语的特征,走过了百年艰辛历程,终于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
语法史(尤其是“语法化”过程)的考察也多有创获;文字研究方面,甲金文、简帛

的辨识已为古代史研究提供难得佐证,现代汉字的应用则在厘定形音义和定

量、标音上获得丰硕成果.关于“汉字拼音化”,虽然最后发现了“此路不通”,百

年间的努力不但精神感人、也留下许多有益的启发.不仅如此,在现代语言学

转向之后,学者们也没有放弃对传统“小学”的继承和革新,使之成为汉语语音

史、词汇史和语法史的有力支持.所有的这些成就和经验我们都应该认真总结.
汉语特征的研究虽然已经有一批成果,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一研究还远未全

面深入,更没有形成系统理论,在国际上也没有很大影响.我们应该继续努力.
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历来重材料、轻理论.崇尚“朴学”,“钱串子”的极端

说法至今还有影响.事实上,有丰富的材料,不提炼理论,材料也研究不好.拿

外国的理论来套中国的材料已有许多失败的教训,外国人从中国材料引出错误

理论也不少见(如说汉语是最落后的单音节孤立语).研究汉语特征首先要有

特征研究的意识:只有认识特征才能真正认识汉语,只有体现特征的理论才是

科学的理论,才能走出国门,在国际上获得话语权.
经过一百年的努力,我们不但整理了浩瀚的文献,也调查了大量汉语方言

和民族语言,近些年来还创建了许多数据库,汉语的纵横比较和汉藏语比较已

经有重要进展,各种精通外语的学者和语言科技人才大量涌现,国际学术交流

日益频繁,外国人对汉语汉藏语的学习研究不断升温,当代迅速的信息化、网络

化我们也跟上了.这都是开展汉语、汉藏语的内外比较,进一步探讨语言特征

的重要条件.
为了认识汉语汉藏语的总体和分体的特征,考察其发展过程和演变规律,

必须有多学科的交叉、协作,取长补短、形成合力.要小处着手、大处着眼,要广

泛发动、群策群力.先前的学科之间各自为政、互不往来的状态不改变,就很难

形成这种合力.
中国有古老的文字传承、有浩瀚的文化典藏、有丰富的语言资源,中国的语

言学应该充分认识汉语汉藏语的特征,从而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充实普通语

言学,为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这应该也是新时期、新常态下的一个学术上的

中国梦.
收入这个专栏的几篇论文是几位研究汉语的大专家赐给的.陆俭明先生

因为没有拿汉语和许多别族语言做具体的比较,在他所理解的“特点”上加了引

号,其实,这是更加可贵的宏观的、理论上的比较研究.没有对中外语言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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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深入的了解,是不可能提炼出这样精彩的理论的.他说的这些特点不仅包

含了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语用、文字、方言的各个方面,把各方面的联系和

互动也说到了,连造成这些特点的基本原因也指出来了:汉语是“自成体系”的,
独特的表意汉字使汉语能够“古今共用、南北相容”,它既没有分化出不同的语

言,也没有大量搬用外来的语言.我想,这正是指导我们去研究汉语的特征的

一个总纲.汪维辉先生讨论的是汉语基本词汇的稳固性有哪些表现,造成基本

词汇的稳定的内外原因有哪些,这是研究汉语词汇史所必须解答的大问题.汪

先生的专长正是汉语的基本词汇史,所以说得特别透彻.徐时仪先生的«试论

汉语的特征»则讨论了汉语的文言与白话、书面语与口头语、通语与方言、句法

的虚与实等重要特征,提出了在这些方面,词汇的使用是如何各行其道又相互

交融的,这也是徐先生研究多年,深有所悟的课题,又是学者们关注较少的.关

于语音特征是我的一篇综述,虽然并不深入,却也是以往的论著讨论不多的.
如果这几篇文章能促使大家类似的思考,就达到编辑本专栏的目的了.我们希

望更多学者来关注汉语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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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音系统的特征

李如龙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汉语的语音系统在音响方面因为元音占优势而响度大;在共时结构方面由声韵调

组成了立体结构的音节,与音节相应的“字音”可以归纳为古今南北相对应的“音类”,多音节

词语往往还有种种连读音变;在纵向演化方面有音位强弱、音类增减和系统调整等变异,种

种变异也是存在着对应的整化发展.通过古今汉语、南北方言的比较研究以及与汉藏系诸

语言的比较,必能总结出汉语与汉藏语的具有类型学意义的语音特征,为普通语言学作出贡

献.在应用方面则可为汉语的母语教育和二语教育提供重要的启发.
关键词:汉语语音;系统;特征

一、关于语音系统特征的研究

语言是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林林总总的语言系统都有共同的特征,例如都有语音和语

义,都有词汇和语法,都有共时的结构规律和历时的演变规律,都有通语和方言的对立,等
等.不同的语言也必定有各自的个性特征,例如语音方面的声调和节律,词汇方面的构成方

式(语缀和重叠等),语法方面有无屈折变化、虚词和句式等等.研究语言的系统,既要关注

共性,也要考察个性,因为共性和个性总是相互依存的、相对而言的,有些语言的特征对于方

言来说是共性,在语族、语系则可能是个性.只有经过多方的比较,才能为各种语言的特征

定性和定位.
在语言的系统中,语音有很强的系统性.所有的语言都有元音和辅音、都有音节和语段

(text),这是所有语言的共性;不同的语言选用了哪些元音和辅音,用什么方式构成音节,则
往往表现了不同的个性.语音的系统并不是孤立的,正如索绪尔所说,“任何语言事实都不

能脱离被切成表义成分的语音材料而存在”①.考察语言的语音特征,还必须联系其表义的

词汇和语法的特征去研究.多音词语的语流有哪些连音变化,话语(discourse)中又有什么

样的语调,也常常表现了不同的个性.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研究语音系统的特征应该从音响的层面入手,首先考察音素及

其组合特征;而后考察用来区别意义的音位如何构成音节、语段和话语的共时结构特征;每
个共时的结构系统都是历时演变的结果,为了说明共时系统的来龙去脉,还应该考察语音系

①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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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演化特征.经过这样的全方位的考察,我们对于语音系统的特征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论

认识,并把它应用到语言的教学和言语运用的各方面.
本文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着从音响、结构和演化三个方面探讨汉语语音系

统的特征.

二、汉语语音的音响特征

音响(sonority)是语音的响度,一种共鸣性质的区别特征.音响特征是指音素的选择

和结合所造成的音节和音流在相对响度上的差异.不同的语言在选用哪些音素以及组成音

节时多用哪些音素是各不相同的.多选用响度高的音素,组合成音节和语段的响度就高.
人类语言的音素中,响度有大小,乐音中元音最响,其中开口度越大就越响,然后是辅音中的

流音(包括鼻音和边音)和浊音(“颤音和闪音”,属于不纯的乐音.清辅音是噪音,响度最小.
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里说:“像[a]这样一个低元音就比[i]这样一个高元音更响;任何一

个元音都比辅音更响;鼻音、颤音或者边音都比闭塞音或者摩擦音响,气流集中在狭窄过道

的咝音[s、z]比另一个摩擦音响;摩擦音比闭塞音响;浊音比清音响.所以,在任何一连串的

音位里总是响度有高有低.”①

就现代汉语的音素组合的情况说,响度是比较大的.拿它和英语相比就可以看得很清

楚.其主要原因是:

１汉语音节开头的“声母”中,响音(m、n、l、r和“零声母”)占的比例不小.在常用的

３５００字中,这些字有１００５个(近３０％);而英语２６个字母中,词首音最常见的是s、c、p、b、d、

t、h等,元音只有a开头的词多些.辅音音位的频率中,响音n、r、m 也比较高(７２４,６８８,

２７８);但噪音t、s、k、p等也很高(７２４,４５５,２４１,２０４)②,总之,响音开头的词的比率应该

比汉语低.

２汉语的韵母系统中,高元音i、u、y等都可以充当韵头(介音),这就构成许多复合元

音韵,在普通话就有９个二合元音(ia、ua、ai、ou等)和４个三合元音(iao、iou、uai、uei).在

常用字中,复合元音韵就占了１０３５字,就响度最大的带/a/音位的韵统计,竟有１１７９字.这

些响度大的韵母所包含的字就占了常用字的３０％左右.而在英语,有７个元音和半元音复

合的“复合音位”和一个元音和两个半元音复合的“三合元音”③,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些元音

加半元音的复合音(例如say[sej]、bay[baj]、go[gow]、bow[baw]、hew[hjuw])还不是典型

的复合元音,按照布龙菲尔德的说法,英语里典型的“四个复合元音,是由元音加非领音的

[ə]组成的”④(指fear[fiə]、sure[ʃuə]、fair[fɛə]、shore[ʃɔə]).

３现代汉语的韵尾已经没有噪音(古汉语和方言中有Ｇp、Ｇt、Ｇk等韵尾),不论词的开头

①

②

③

④

[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４１页.
[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６３页.
[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４６页.
[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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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结尾都没有复合的辅音丛.而在英语,布龙菲尔德说,“英语的辅音音丛特别丰富”①.不

论是词首或词尾,英语的辅音丛都是很常见的.如以下这些单音节词,就是首尾都有不止一

个的辅音:struggle(奋斗)、thresh(脱粒)、shrink(收缩)、drift(漂流)、drink(喝)、blast(阵
风)、prompt(迅速的).他还把辅音的“非领音性的功能组合”归纳成３８种,分别说明各类

辅音的组合规则.例如“相同的音位绝不出现在两个相邻的位置上:没有像[ss]或者[tt]这
样的词尾音群”.“词尾后辅音[t、s]是出现在主要的词尾辅音[p、t、k、tʃ、f、、s、ʃ]后面的仅

有的两个音”;“词尾前辅音[l、r]不出现在主要词尾辅音[z]的前面”,“词尾前辅音[ŋ]只在

[k、]前出现”.②

４在声调的维度上,汉语的语音也表现了响度大的特征.世界上有声调的语言不止是

汉语,但是一些语言的声调只是起了“次音位”的作用,而且往往只出现在多音词里,用不同

的高低音来区别意义,和词重音有类似之处.例如日本语的[hana],两个音节一样的音高

指的是“鼻子”,前高后底是“开始”,前低后高是“花儿”;在挪威语和瑞典语,双音节词“其中

的一个音节上总有一个一般的高重音,这跟英语一样,不过除了重音以外,加重的音节还用

两种不同的音高格式区别开.重音可能附带有升调,给予人的印象跟英语的高重音一

样”③.而在汉语,“音高特征被用作主要的音位”④.汉语的声调是固定在音节上的能区别

意义的音位,主要标志是音高,和音长、音强也有一些关系,不但有高、中、低的平调,还有升

降和曲折之别.不同的声调在响度上还可能有区别.音节中的音高和音长、音强的差异显

然也增强了音节的响度.

三、汉语语音的结构特征

布龙菲尔德在讨论“语音结构”时写道:“结构的模式在不同的语言里有很大的差别,而
且使我们能够识别不同类型的复合音位.”⑤和英语相比,汉语的语音系统在结构(structure)
上也有自己鲜明的特征.

在音节(syllable)层面上,如上所述,在英语是[辅音(丛)＋(复合)元音＋辅音(丛)]的
线性结构,正如徐通锵所说:“音节不是与意义相关联的语音单位音节的结构缺乏封闭

性的特点音节间,乃至词间的音节界限不清.”⑥例如apearandanapple所有的辅音

都和后面的元音连读了;aname和anaim读起来是同样的音.他还说,印欧系语言的音节

“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结构语言学盛行以来,人们的注意力大

都集中于音位的研究”⑦.而在汉语,由于声调包含在音节之中,汉语的音节是声韵调组成

的立体结构,而且由于音节又与汉字相联系,也就和字义相关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６２页.
[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５６~１５７页.
[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３６页.
[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３６页.
[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６１页.
徐通锵:«基础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６０~６１页.
徐通锵:«基础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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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千多年前,汉语音韵学建立的初期,学者们对音节就有了声韵调三分的认识,以
音高为主要特征的声调是依附在韵母之上的,“东、董、送、屋”就是平、上、去、入“四声”和韵

母的分类,当时的入声调和入声韵是重合的.后来的等韵学又把声母分为“唇、舌、齿、牙、
喉”各组;用“等”和“摄”的概念把韵母分为韵头、韵腹和韵尾;把不同的韵尾分为“阴声韵”
(元音韵尾韵)、“阳声韵”(鼻音韵尾韵)和“入声韵”(塞音韵尾韵).传统的音韵学对汉语音

节的立体结构分析可用下图来表示:

声母
声调(平、上、去、入)

韵母(韵头—韵腹—韵尾)

图１　汉语音节图

　　这就是汉语的音位组成音节的结构规律,这种汉语音节的立体结构分析是最科学的分

析,也充分体现了汉语的语音特征,因此至今沿用不衰.不用这种立体分析法而改用辅音加

元音的直线分析法来分析汉语语音,是完全不可设想的.
汉语的音节还远没有那么简单.从元音和辅音的构成说,称为“音节系统”是恰当的,只

要加上“每个音节还带有固定的以音高为主要标志的声调”的注脚就行了,这个名称便于国

际接轨,外国人也容易理解;然而在体现汉语的特征方面则有不足.因为没有体现汉语特有

的“立体结构”和“多层结构”.如上所述,声韵调的组成是“立体”的,分为声韵调之后,声调

可以再分为舒声调和促声调,或分为平上去入;韵母可以再分为韵头、韵腹和韵尾,或分为阴

声韵、阳声韵和入声韵;声母还可以分为唇舌齿牙喉或清音与浊音,这便是从音位到音节之

间的多层结构.
用汉语音韵学的术语来称说,音节结构也就是“音韵结构”.音节结构和音韵结构的外

延是一样的,内涵则有不同,后者就可以涵盖上述的“立体”和“多层”.不仅如此,汉语的声

韵调组成的“音韵结构”,不但有音节内的结构系统,还有音节之间的结构系统.正如英语中

并非所有的元音都可以和所有的辅音相拼合,汉语的声韵调之间也不是可以全面组配的.
音节之间的结构就是不同层次的声类、韵类和调类按照一定的配合规律组成的音节系统,每
个音节在这个音节大系统中都有自己的地位,这就是研究音韵学和方言学的人常说的“音韵

地位”.
进入中华文明史之后,汉语就选择了汉字作为它的书面形式,每一个音节都用一个字来

书写,于是,人们就把“音节”称为“字音”,于是“音节系统”、“音韵系统”和“字音系统”就成了

同样一个事物的三个不同名称.研究汉语语音结构系统的汉语音韵学就是根据不同时期、
不同地方的字音去分析其中的声类、韵类和调类的.一千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整套

分析汉语语音系统的方法是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的,是能体现汉语语音特征的,用现代语音

学和音系学的理论来检验也是合格的、可以接轨的.汉语音韵学的音类归纳加上国际音标

的标记,对汉语语音系统的分析,可以说是“形神兼备”的了.在这方面,提倡“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完全是行得通的.

不过,“音节”和“字音”有重合的一面,也有可分离的一面.“音节”作为语音的单位,通
常是共时的概念,而“字音”可指共时,也可指历时,音韵学研究中分析声韵调的“音类”就是



汉语语音系统的特征 汉语特征研究

２０１５年４月第二辑 ９　　　　

历时的概念.赵元任说:“音类的变化能影响音位的整个系统”①,他举的例子就是“东、通、
同”的声母本是全清、次清和全浊三分的,因为浊音清化,音类变成二分,音位系统也发生了

变化.
汉语采用汉字作为书面符号之后,语音的演变和字形的演变渐渐不同步了,字音的音类

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发生了对应性的变化,音类可以按类分合(一分为二或合二为

一),个别的字音则可以发生变读、增减异读(文白异读、别义异读、新旧异读等等),出现了种

种复杂的局面.字音系统成了汉语独有的古今承变、南北异同的,特殊而又复杂的系统.正

是它,奠定了汉语语音结构系统特征的基础.
汉语的音节层面上体现的这些方面的特点和许多其他语言有显著的差异,对此,徐通锵

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汉语音节结构的原理具有普通语言学的意义,
遗憾的是中国语言学家由于拘泥于就事论事的研究,没有比较不同语言音节结构的差异,因
而没有从中发现它的普遍理论价值.这是应该引以为训的.”②

音节以下,汉语的语音结构已经有了几个层次,在音节以上,汉语的语音也有几个不同

的层次,包括双音词的音步和连读音变,多音词语的节律和连音变读和成句的话语的句调和

语调.
如所周知,从上古汉语后期开始,首先兴起了偏正式和联合式的合成词,后来语义合成

的双音词逐渐发展成为汉语造词法的主流,原有的用衍音的方式所造的双声叠韵的联绵词

就衰歇下来了.早期的合成词大多词义就是字义的相加,例如天地、朋友、来往、三思、二毛、
大人、君子.后起的双音合成词就有些是字义和词义不甚贴合的,例如老实、老到、老鼠、月
老、见老,东家、东床、东西、房东、财东,反目、反正.为了体现双音词义的紧密整合,两个音

节之间逐渐采取了多种方式使语音“固化”.近代以来,在通语和方言中陆续产生的轻声、儿
化、连读变调、小称音变以及变声、变韵等等,就是适应着词汇双音化、虚化语缀的产生、构词

法的多样化发展和语义的引申和转化而发生的语流音变.“这类连读音变不是生成新词的

手段,而是旧词扩充出新的义项或分化为同音词的伴随性音变.”③至于成句的话语的语调,
则和句型、句式、语气、语境相关,这方面在不同的语言里可能差别较少.

英语的线性组合,从音素连成音节、音节连成词语甚至词语连成句子都是一以贯之的,
相邻的音素的同化异化的现象可谓无处不在.不但单词之内如此,think的n发成ng,dogs
的s发成z,incomplete的n发成ng,词语之间、句段之间也莫不如此.

可见,立体结构和多层结构是汉语有别于许多语言的重要的语音结构特征.深入研究

汉语语音系统的这些特征,把它和其他语言进行深入的比较,分别其类型,论证其原理价值,
应该可以为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建设作出一份贡献.

①

②

③

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３２页.
徐通锵:«基础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６３页.
李如龙:«汉语词汇学论集»,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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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汉语语音的演化特征

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决定了它总是处在不断的演化(evolution)之中,语音,不论

是音位、音类或是音系也总是要发生不断的变异.这个变异的过程大体上要经过共时的变

异和历时的变异.共时的变异大多发生在较短的时期里,表现为老中青几代人之间的不同

发音,例如福州人和广州人发的n和l(男的和蓝的),老派有别,中派采取自由变读,青派就

混同了.待到所有的人都不分nＧl,两个音类合并,声母系统就要调整,整个音系也会发生变

化,就成了历时的变异.
汉语语音演化的经常表现有三个方面:音位发音的强与弱,音类增减的快与慢和音系调

整繁与简.在不同的方言,这三个方面的演变处于不同的进程,就显示了明显不同的方言差

异.例如闽南话的[ɯ]韵(鱼、去、猪、紫),泉州城里人发的是强音,市郊的人发的是弱音

[ɨ],到了厦门、漳州进一步弱化并入[i],减少了一个音类,音系也有了简化的调整.“见系

二等字”的腭化过程,从[ki、khi、hi]到[ci、chi、çi]再到[tɕi、ʨh、ɕi],也是一个典型的弱化过

程,到了“尖团不分”,便是音类合并、音系的调整了.音位的强弱是音节之内音素相互矛盾

竞争的结果,音类的分化、增减是音位强化或弱化的结果,而音类的变化则会引起音系的调

整.这三个方面的表现可以说是语音演变的三种常态,在各种语言里可能有不少共性,但是

也一定有各自不同的个性:音素的强与弱、音类的增与减、音系的繁与简,都可能有不同的取

向.就汉语的语音说,声调成为音节里区别音位的特征,就是汉语的一大特征.
从历史上说,汉语的声调可能是从无到有的.鉴于藏缅语有些方言还没有声调,越来越

多的学者认为远古汉语也是无声调的,后来的声调是从韵尾变来的,如奥德里古、蒲立本、平
山乆雄.① 有了声调之后是由少到多,从上古的两调(短平为上,长入为去)到中古的“四声”
(平上去入),浊音清化之后又各分阴阳成为八调,元明以来入声消失后则陆续归并为“阴阳

上去”的现代“四声”,在北方官话已经出现不少三调和两调的方言.汉语古今声调的演化就

是汉语语音史上的最重要的特征.
就声母系统说,上古时期有复辅音大体已成定论,汉代以后明显消失了,中古之后浊音

脱落,知庄章合并,见系二等腭化之后又逐渐走向“尖团不分”,使多数现代方言声类简化了;
从“开合四等”整合为开齐合撮的“四呼”,加上入声韵尾的脱落、m 韵尾的合并,也把韵母系

统大大简化.数百年来汉语音韵研究已经得出许多科学的结论,为我们开列了一份汉语语

音演化过程的明确清单,让我们能够准确地了解汉语语音系统的简化发展的演化特征.
现代语言学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语言是一个完整的语音、词汇和语法构成的大

系统,语音系统的演变是和词汇的变化相联系的.王士元“把这种语音是突变、词汇是渐变

的现象称之为‘词汇扩散’(lecicaldiffution)”.关于‘词汇扩散’理论的基本内容,他做了这

样的概括:“我们虽然不容易看到语音在变,但很容易看到语音在任何时候都存在共时变异

的现象,比如总是有些词具有两个或更多的念法.这种共时变异正是‘词汇扩散’常常经过

①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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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径.”①他接着引述了两个语料:“潮州话二百多个阳去调字,已经有一百多个归入阳上

调,如‘健’[kian],另外一百来个还保持原来声调,如‘阵’[tiŋ]香港粤语鼻韵尾的发音

部位有由舌根[Ｇŋ]移向[Ｇn]的趋势,变化速度因韵腹元音舌位高低而不同,在高元音后变得

快,在低元音后变得慢,在中元音后介乎二者之间”.② 这里还可以举两个厦门话的例子来

作为论据:厦门话的am和ã存在“文白异读”,但是“柑仔”只能说[kamã],“红柑”只能说

[aŋkã];“衫仔”(小衫儿)只能说[sãã],“杉仔”(小杉木)只能说[samã].
说到词汇对音变的影响,王士元说:“语音变化可以分成典型音变和类推音变两类”,对

于“典型音变”,他说:“一个词的频率越高,越常用,就变得越慢;一个词的频率越低,越少用,
就变得越快(引者注,这里原书把‘快’与‘慢’排字颠倒了).这是完全符合‘词汇扩散’理论

的有趣的是,在类推音变中,变的较快的词不是使用频率较高的,而是较低的.”③这里

也可以用汉语的例子为这个理论提供两个例证:一是有几个常用字在许多方言里都读为滞

后的旧音,例如客方言的歌韵字“我”普遍读为[ŋai]、写为俗字“ ”,轻唇音字“妇、符、痱、
肥”等读为[p、ph],这都和秦汉古音相近;支韵字“寄、骑、蚁”在闽南话读为[ia],也近于上古

音;鱼韵字“去”在不少方言读为开口韵[ɔ、ɛ、e、ə],也都是近于古音的特殊读音.另一个例

子是客家方言,其全浊声母字都清化为送气音,但是有些口语不用的字如“部、队、电、站、笨、
抱”,都读为不送气清音.以上例字中,前三字只用于书面语,后三字客方言说“徛、戆、揽”,
这些仄声字读成不送气,显然是受普通话影响的后来的类推变化.

王士元所提出的词汇扩散理论已经得到许多外国学者的认可,也获得了许多外国语言

的论证.可见这也是不同语言共有的特征.然而,由于汉语采用汉字作为书面符号,从“隶
变”以来,字形已经稳定了两千多年,字音和字义却历经种种不同步的变化,因而历来在不同

时代和不同方言,文白异读、音随意转以及同音字、异体字、训读字、同音替代字、方言字、新
造俗字,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形成了种种汉字形音义既分歧又交叉的复杂状况,而把这些纷

繁的现象条分缕析,归纳起来,正可以看到,汉语语音的“变异之中有对应”,这就是汉语语音

的整化发展的演化特征.
所谓“变异对应”的“整化发展”,说的是音位、音节的变异和发展不是一个个单独进行

的,而是按照“音类”(包括声类、韵类和调类)整类变化的.正因为有这个“整化”,不论是古

音和今音,通语音和方言音,尽管字音发生了种种变异,古今音、南北音之间的语音差异都不

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对应.所谓“一定的对应”是以“中古音”(«广韵»系统)为
参照系的对应,对应的类型则包括基本对应、条件对应和例外(个别)对应.例如韵类有“歌
韵”,以常用字“歌、可、河、鹅”和“多、拖、罗、搓”八个字的韵母为例,成都、长沙都读为[o],南
昌、广州都读为[ɔ],这是基本对应;而北京前四字读[ə],后四字读[uo],是出现在“舌齿音”
和“牙喉音”的不同条件下的对应;歌韵的其他字中,“他”各点都读为[a],“大”北京、成都读

[a],长沙文读[a]、白读[ai],南昌文读[ai]、白读[ɔ],广州读为[ai],则属于个别的例外对

应.又如声类中的“遮哲者”的声母,北京音都是[tʂ],符合古今音的基本对应(来自知章

母),“泽”属于澄母,但是声母变读为[ts],是为例外对应.古今调类也有大体规整的对应,

①

②

③

王士元:«语言与语音»,文鹤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２１页.
王士元:«语言与语音»,文鹤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２３页.
王士元:«语言与语音»,文鹤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２５~１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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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北京话说,现在的“阴阳上去”和古音“平上去入”之间就对应得比较整齐.凡是声韵调不

合对应的字大概都有不同的具体原因.例如“这”原读上声,写为“者”,作为近指代词,受远

指代词“那”的类化,改读去声;“您、俺”是“你那、我们”的合音;人称代词多数式后缀“们”是
从“辈、每”读为轻声后弱化而来的;“松”原读阳平(详容切),因避“尸从”同音之讳,变读阴

平.至于那些官话方言后来创造出来的新词,本来就未见于«广韵»的反切,例如“妈、妞、丢、
溜、扔、娃、扛”等等,也就不存在对应了.

汉语语音的纵向演化采取词汇扩散式的渐变和音类对应式的变异,从时间上说,保证了

新老派交替中的语言沟通,因为数十年之间的“共时变异”不可能有整个语音系统的更新,音
类之内字音的部分变异,当然不至于妨碍祖孙之间的交往.从空间上说,这种演化方式也为

不同方言之间的交际提供一道桥梁.只要词汇方面和语法规则差异不大,方音差异按照音

类类推、折合去理解不同方言之间的差异,是本族人具备的自发本能.例如北京人只要和天

津人说上几句话,就知道天津人的１１调和北京的５５调是同一个音类(阴平);北方人和武

汉、成都人说话,很快就会知道他们把ts、tsh、s和tʂ、tʂh、ʂ混起来了,并不会因为翘舌音说

成不翘舌而不能沟通.

五、研究汉语语音特征的意义

研究汉语的语音特征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对语言的特征的认识来自语言的比较,经过深入的比较,区分了语言的共性和个性,归

纳了不同的类型,也就认识了语言独有的特征.这不就是语言研究所追求的目标吗?
关于汉语特征的研究,首先要就古今汉语作比较,拿古今通语和各种方言做比较,提取

不同时代汉语通语的特征和各种方言的特征,而后就能概括整个汉语的特征.在汉语内部

纵横比较的基础上,还应该进一步做汉藏语系诸语言的比较,认识各语言的个性特征和各语

支、各语族的共性特征,最后再归纳出整个汉藏语的共性特征.对与其他不同语系来说,汉
藏语的共性特征也就是它的个性特征.

近几十年来,中国语言学出现了古今汉语研究和民族语言研究联手,中外语言学家联手

的大好局面,汉藏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取得了很多新知.这些新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汉语

的特征.在语音特征方面,反映这方面研究成果的«中国的语言»的一些提法很值得我们注

意.例如,该书提出,和阿尔泰语、南岛语不同,多数汉藏语属于“单音节词根语言”,其基本

特征是,“有声调,音节内部的元音辅音配合整齐有序音节界限分明”①.这种“单音节”
的语音结构,声母在前,韵母在后,“具有字形、字义、字音合一的整体性”,“这种字音整体性

和声韵排列恒定性又导致声韵的紧密拼合性”.“汉藏语言具备极强的单音节表义的本质特

点还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构词、语法、语义的构造和类型.”②这样的分析不但把汉语的音

节提到了语音系统的核心地位,而且成了整个语言系统的结构枢纽.关于汉藏语的声调,该
书认为是后起的现象,汉语、侗台语和苗瑶语是“四声”的格局,藏缅语和南亚语是非四声的

①

②

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中国的语言»,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版,第５６页.
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中国的语言»,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版,第９９~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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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两种类型语言声调的产生和发展模式不完全一样”①.这是从许多研究成果中提炼

出来的结论,可以作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参考.完全可以相信,汉藏语研究一定能够为普通

语言学提供许多新鲜的理论.
汉语语音特征研究的应用价值主要是在语言教育方面.
母语教育无非就是在学龄阶段让少年儿童学好普通话,第一个关口便是过好语音关.

如上文所说,普通话和方言之间存在着对应规律,对于在方言地区生长的孩子们来说,利用

这些对应规律去教普通话语音,肯定是一条捷径.六十年代在方言普查的基础上,不少地方

已经创造出这方面的经验.学好普通话标准音无非是解决翘舌音,分nＧl,分fＧh,分前后鼻

音,掌握入声字的韵母和声调的转换,教学的项目并不多,方言调查的资料已经很够用了,本
地老师教起来也是轻车熟路,不难见效.奇怪的是半个世纪之后,这条便捷之路反倒废弃不

用了,实在值得教育领导部门和学术界的反思.如果以为如今已经普及了普通话,无须再走

这条路,绝对是错了.从学会普通话到掌握标准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看普通话过了二级

的人能达到播音员的一级甲等要求的能有百分之五的人吗?
在二语教育,因为学生没有方言的语感,对应规律是无用的,但是可以利用汉字的偏旁

部首帮助外国人掌握声类和韵类,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对外汉语教学在语音方面更重要

的是如下几个内容:

１经过对比找出汉语和学生母语常用的音素有哪些不同,不同的音素中哪些是容易学

的哪些是学不准的,教学过程中还要针对难点重点编好训练教材,设计各种教学方法.

２把音节作为教学重点,让学生熟悉汉语音节的立体结构,能分析声韵调,知道辨别声

类、音类和调类的重要性.和音节并行的“字音”的教学是更重要的,因为“多音字”有时可以

别义(音随义转),有时只是语体的不同(文白异读);“同音字”则往往没有意义上的联系,缺
乏汉语音节意识的外国学生很难理解.

３声调的教学不但是重点,还应该贯彻始终.掌握四声的调值很容易,知道每个字属

于哪个调类才是教学的难点,需要下功夫研究和设计.赵元任曾经提倡过,编一些四字格

“中华语调,阴阳上去、非常好记”,似乎也没有引起注意.很奇怪,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的人很

少关注调类的教学.连读变调和语调与词汇语法相关,是中级之后的教学重点.

４汉语的语音和许多外国语确有明显的差异,但是语音系统毕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需要死记硬背的规律并不多,如上所述,许多语音现象都和词汇语法有关,像轻声、儿化、变
调、多音字、同音字等等,主要是要抓住常用字编好练习材料,设计好训练方法(包括自学和

测试),有合适的教材和训练方法,掌握起来也不见得难.如果把语音教学看作入门时候教

教拼音的“小事”,和词汇教学、语法教学脱离开了来,或者对语音教学不屑一顾,以为只有研

究语法教学才是真才实学,语音教学和训练就只能永远停留在低水平上,并且势必拖住整个

汉语学习的后腿.
语音特征的研究对于中文信息处理、人机对话等应用研究也有重要意义,限于篇幅,本

文暂不讨论.

① 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中国的语言»,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版,第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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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haracteristicsofChinesePhoneticSystem

LiRuＧlong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XiamenUniversity,Xiamen３６１００５,China)

　　Abstract:TheChinesephoneticssystem hasabigloudnessintermsofsonority
becauseofthepredominanceofvowels．Forsynchronicstructure,initialconsonant,

simpleorcompoundvowelandtoneformthethreeＧdimensionalsyllable．Thecharacter
pronunciation corresponding the syllable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northＧsouth
homologoussound．Multisyllabic words often have various sandhis．For vertical
evolution,Chinesephoneticssystemhasvariationsofphonemestrength,soundintensity
fluctuationandsystemadjustment,whichhaveacorrespondingintegrationdevelopment．
Throughthecomparativestudyofancientand modernChineselanguage,northand
southdialectandtheSinoＧTibetanlanguages,wecanunderstandthetypologicalphonetic
characteristicsofChineseandSinoＧTibetanlanguages．Atthesametime,itoffersus
inspirationsforChineseasthefirstlanguageeducationandasthesecondlanguage
education．

Keywords:Chinesephonetics,system,characteristic

(学术编辑:许彬彬)

李如龙,男,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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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特点”之我见
∗

陆俭明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中文系,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要:笔者从“如若要了解汉语,要认识汉语,要学习汉语,要研究汉语,最好对汉语要有

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角度,说了自己对汉语的看法———(１)汉语是目前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而

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发生分化的语言;(２)汉语有纷繁复杂的方言,这既有对共同交际不利的

一面,也有其承载独特中华文化、起到可视汉语发展轨迹的“活化石”作用这有利的一面;(３)
作为记录汉语的书面符号汉字具有超越时空的特点,这对确保汉语不被分化为不同的语言,
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维护中国的统一,立下了丰功伟绩;(４)汉语是节律性很强的语

言,这对汉语的组词造句、对文学创作都有极大的影响;(５)汉语属于非形态语言,这一性质,
决定了汉字和汉语的关系极为和谐,更在语法上呈现出让人们不能不注意的一系列现象;
(６)汉语是语用强势语言,因而在语句表达上只要语境允许可大量省略,词序和虚词起到重

要的作用,重话题因而句首成分不是主论元是常见的现象.文章最后说明,汉语自古至今多

有变化,本文所谈内容主要就现代汉语来说的.
关键词:汉语;非形态语言;语用强势语言;汉字

引　言

１８９８年问世的«马氏文通»是我国所出版的第一部汉语语法专著.虽然大家都说这是

一部模仿拉丁语文法的语法书,马建忠在«例言»里也说明“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但«文通»
已注意到汉语的特点.书中说“泰西文字,若希腊拉丁,于主宾两次之外,更立四次,以尽实

字相关之情变,故名、代诸字各变六次.中国文字无变也,乃以介字济其穷”②;“助字者,华
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穷”③.而自«马氏文通»至今,不少学者都不同程度地谈论过

∗

②

③

本文应李如龙教授之约而写.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４６页.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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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特点”,看法有同有异.① 本文不准备对前辈和时贤有关“汉语特点”之说加以梳理,
更不想引发讨论,只是说说自己的一点认识与看法.当然,在自己的认识与看法里,有的前

人或时贤已经谈过,有的前人或时贤谈到了但说法有所不同,有的似未见有人说过.
目前世界上已知的语言,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６０００种.汉语是汉民族族群(境外有称

“华人”的)所使用的语言,有悠久的历史.在世界上,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口最多,大约有１３
亿.汉语主要分布在中国,包括港澳台;但由于华人遍于世界各地,所以汉语也可以说遍及

全世界.汉语,为联合国法定的工作语言之一.
从道理上来说,一个事物的特点是与他事物相比较而显的;而且最好是在认识同类事物

共性的基础上来谈该同类事物中的具体某个事物的个性特点,这样才能说得比较确切.可

是,至今还未见有人将汉语跟世界上６０００来种语言作过一一对比研究,而我自己根本没有

这样的能耐;至于语言的共性,自爆发“乔姆斯基(N．Chomsky)革命”以来虽不断有人在探

究,但至今也只有粗线条的认识.因此,本文不敢言“汉语的特点”,只想从“如若要了解汉

语,要认识汉语,要学习汉语,要研究汉语,最好对汉语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角度,说说自

己对汉语的看法,以冀有助于人们对汉语的了解、认识、学习或研究.
我自己觉得,对汉语应有以下六方面的认识:

① 分别参看安华林:«论现代汉语语法的特点»,«信阳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４期;陈昌来:«新时

期汉语语法特点研究:现状、角度、反思»,«烟台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１期;范晓:«论汉语语法的特点»,
«济宁师专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４期;龚千炎:«汉语特点与中国语法学的研究———中国语法学史札记之一»,«汉
语学习»１９９８年第６期;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６~１９页;黄伯

荣、廖旭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０页;金立鑫、白水振:«现代汉语

语法特点和汉语语法研究的本位观»,«汉语学习»２００３年第５期;李如龙:«汉语方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６~２８页;李如龙:«论汉语和汉字的关系及相关的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李如龙:«汉语特征研究论纲»,«语言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李如龙:«汉语的特点与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教

学与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期;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
１３页;陆俭明、沈阳:«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７~１７页;吕叔湘:«现代汉

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７~１２页;彭楚南:«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７~２８页;
沈家煊:«汉语语法研究摆脱印欧语的眼光»,沈家煊«语法六讲»第一讲,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３４
页;后该文又在日本«中国语文法研究»２０１２年卷(朋友书店)发表;沈锡伦:«从形式和意义谈汉语的意合特

点»,«汉语学习»１９９０年第３期;王洪君:«汉语的特点与语言的普遍性»,见«缀玉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０３~３１４页;王晖:«关于汉语语法特点家汇总说法的检讨»,«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６
年第１期;王力:«中国文法学初探»,«清华学报»１９３６年第１期;又见«王力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版;邢福义主编:«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１９页;邢公畹主编:«现代汉语教程»,南开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９０~４００页;徐静茜:«汉语的“意合”特点与汉人的思维特点»,«语文导报»１９８７
年第６期;徐通锵:«“字”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世界汉语教学»１９９４年第３期;徐通锵:«汉语的特点和语

言共性研究»,«语文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４期;许宝华:«现代汉语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９~６６
页;张斌:«汉语语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９页;张黎:«谈谈“意合法”———兼论汉语语法的

特点»,«北方论丛»１９８７年第２期;张世禄:«关于汉语的语法体系问题»,«复旦学报语言文字专辑»１９８０
年;张志公:«汉语语法的特点与语法学习»,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４８页;朱德熙:«语法讲义»,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７~３８页;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９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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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认识

汉语是目前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而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发生分化的语言.学界现在发现境

外(主要在中亚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有一个东干语,它源于陕西、甘肃、宁
夏一带西北方言中的中原官话(属于关中片和陇中片).它在境外已发展１００多年;与当今

的汉语和普遍认同的华语或者说华文从语音到词汇,到语法有同有异,所用文字也不一样

了.东干语可以视为由汉语分化出去的一个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呢,还是仍该看作汉语方言?
学界有不同看法.① 如果肯定东干语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语言了,那么汉语也仅仅分化出

这一个语言;如果认为东干语还应该看作汉语的一种方言,那么汉语就从来没有被分化成不

同的语言.

第二点认识

汉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并形成了许多方言.汉语各方言语音分歧最大,在
词汇、语法上也都有一定的差异.目前一般将汉语分为以下七大方言区:

１北方方言(以北京话为代表);

２吴方言(以上海话或苏州话为代表);

３湘方言(以湖南省长沙话为代表);

４赣方言(以江西省南昌话为代表);

５客家方言(以广东省梅县话为代表);

６闽方言(又可以分为闽南方言和闽北方言,闽南方言以福建省厦门话为代表,闽北方

言以福建省福州话为代表);

７粤方言(以广东省广州话为代表).
也有学者认为,宜将山西话(以山西省太原话为代表)从北方方言中独立出来,视为一个

独立的方言“晋方言”;按此种意见,汉语得分为八大方言区.也有学者认为,闽方言中的闽

北话与闽南语事实上差异较大,宜分为独立的两个方言;如按此种意见,那么汉语也不止七

大方言区.也有学者曾经将徽州方言、广西平话看作独立的方言.② 到底汉语该划分为七

大方言区,还是八大方言区,还是九大方言区,还是十大方言区,不妨存疑,大家可进一步去

探讨.重要的是还需了解,各方言之下的次方言不计其数,而且就口语来说,不要说各方言

区之间人们难以通话交际,甚至一个方言区之内的不同次方言之间,都有可能很难通话,这
是因为各方言之间甚至各次方言之间语音上的差别比较大,因此早有“十里不同音”之说.

方言,对一个民族的共同交际有十分不利的一面,因此在中国必须大力推广作为汉民族

共同语的普通话.但是汉语方言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中华文化中相当一部分

文化,就是由方言创造、保留和传承的.更需了解与认识的是,“方言是语言的活化石”,汉语

①

②

分别参看海峰:«东干语概况»,«民族语文»２００２年第１期;林涛:«中亚东干语研究»,香港教育出

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３４页;林涛:«东干语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８~３５页;星雨:«东干语

陕西方言语音研究»,北京语言大学２００８年硕士论文,第９~１２页.
分别参看丁邦新:«汉语方言分区的条件»,见«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版,第

１６６~１８７页;李如龙:«汉语方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９~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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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繁的方言对了解汉语发展的历史极有用处,汉语发展的历史轨迹大致可以从方言里看出

来.根据目前的研究与认识,汉语从南到北的方言差异,大致反映了汉语从古至今的语音、
词汇、语法的发展变化.换句话说,汉语发展的历史轨迹大致可以从方言里窥测到一二.譬

如拿声调来说,中古时期,汉语有平、上、去、入四个调类.唐宋以来,汉语在四声的基础上又

区分与声母清浊相对应的阴调和阳调,形成八调,即每个调类又各分阴阳,成为八个声调.
到现代汉语,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只剩下平、上、去三个调类四个声调,即阴平、阳平、
上声、去声;而南方一些方言,如粤方言、闽方言等,基本上还是保留了中古时期平、上、去、入
后又各分阴阳的声调状况,吴方言也还保留了平、上、去、入四个调类七个声调(没有阳上

调).再拿词汇为例,日常生活中煮饭、烧菜的工具,闽方言叫“鼎”,吴方言叫“镬(子)”,北方

方言叫“锅”,这也反映了从古至今的变化;再拿“走”和“行”来说,在先秦古汉语里,“走”是
“奔跑”的意思.大家都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这个成语出自«韩非子五蠹»:“田中有

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此处的“兔走”,是“兔子奔跑”的意思,而决不是“兔子走路”的意

思.因为兔子只会跑,或蹦跳,从不会行走;再说,如果“兔走”是“兔子行走”的意思,那兔子

也决不会“触株折颈而死”的.“行”,在先秦古汉语里是“步行”的意思.唐宋时期出现了

“跑”这个词,于是古代表示“奔跑”意义的“走”逐步让位给了“跑”,而表示步行的“行”,则逐

步让位给了“走”.到现代北京话里,表示“奔跑”的“走”和表示“步行”的“行”,都只作为构词

成分在某些词或成语中出现,前者如“奔走”、“走马观花”、“飞沙走石”,后者如“行人”、“人行

道”、“行远自迩”等,而不再单独作为词来运用.而在粤方言里“走”还可作为“奔跑”义的词

使用.再有,语法上粤方言有“你行先”的说法,作为状语的“先”可在动词“行”之后,这保留

了先秦语法的用法.这一切说明,“现代汉语南方方言正是古代汉语的历史投影;随着地理

推移,现代汉语北方方言显示古代汉语历史演变的结果”①.也可以这样说,古汉语向现代

汉语“纵”的演变和类型上南方话向北方话“横”的推移,“正好相对,互为验证”②.

第三点认识

记录汉语的文字是汉字.汉语方言复杂,但在书面上基本是统一的;这当然跟各方言之

间的词汇、语法的差异相对来说比较小有关.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所使用的记录汉

语的文字不是音素文字,而是一种能直接表意的方块汉字,说得更确切些,是一种语素音节

文字.这种方块汉字,一个汉字一个形,一个汉字一个音节,又几乎每个汉字都有意义,因此

汉字也可以说是形、音、义融为一体的记录汉语的符号.它可以超越方言、超越古今,不受空

间、时间的限制,使汉语在书面上一直保持统一,使汉语在长期的发展中保持着稳定的延续,
而不至于分化为不同的语言.因此,汉字对维护汉语的一致性,使汉语不被分化为不同的语

言,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维护中国的统一,立下了丰功伟绩,而且如今它已成为维系

全球华人的主要纽带.汉字的作用还不限于此.由于汉字有象形、会意、指事、形声等多种

造字方式,还有假借、转注这样的用字方式,所以在汉字中蕴藏着有关中华文化、有关汉语的

语音、语义乃至语法等丰富的内容,因此汉字对研究中华文化,对研究汉语的历史发展,具有

①

②

参看余志鸿:«语言地理类型学»导读,见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世界图书出版

公司２００８年版,第I~XII页.
参看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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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价值.

第四点认识

汉语是节律性很强的语言,这反映在三个方面:

１音节,在汉语里是语音的感知单位.汉语音节均可三分为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

(简称“声韵调”).音节中无复辅音.① 音节中一定有元音,但可以没有辅音,元音是音节的

核心.音节,在汉语里又是汉语基本的表意单位;每个音节都有意义.汉语语素以单音节为

基本形式.

２汉语的词,在古代汉语里,以单音节词为主;在现代汉语里,以双音节词为主;三音节

以上的词很少,除了部分音译外来词(奥林匹克|迪斯科)之外,就是科技术语,如“自动切割

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的别称).因此,从总体上来看,汉语的词形较短.

３音节会影响语法.譬如说,在日常生活中说到花卉,如果那花儿的名字是双音节的,
那末可以带“花”字,也可以不带“花”字.例如:

(１)我送她一枝玫瑰花:我送她一枝玫瑰

她很喜欢牡丹花:她很喜欢牡丹

那丁香花真醉人:那丁香真醉人

但是,如果那花儿的名字是单音节的,那么一定得带“花”字.下面左边的说法成立,右
边的说法都不成立:

(２)她采了一大把菊花.　∗她采了一大把菊.
我喜欢桂花. ∗我喜欢桂.
她摘了一枝荷花. ∗她摘了一枝荷.

地名、人名也存在类似的单双音节对立的现象.如全国各地的县名,有双音的,有单音

的.双音的,“县”字可以不说出来.例如:
(３)她出生在原北京昌平县:她出生在北京昌平

我明天去山西万荣县:我明天去山西万荣

我老家在江苏海门县:我老家在江苏海门

但如果是单音的,那“县”字非说出来不可(右边的说法都不成立).请看:
(４)她出生在原北京通县.　∗她出生在原北京通.

我明天去山西宿县. ∗我明天去山西宿.
我老家在江苏吴县. ∗我老家在江苏吴.

人有单姓的,有复姓的.单姓的,可以有“老王”、“小王”这样的称呼;复姓的,就没有这

样的称呼,譬如一个人姓欧阳,一般我们不会叫他“老欧阳”或“小欧阳”.反之,复姓,我们可

以以姓相称,例如:
(５)欧阳,你来一下.
(６)司马,王老师叫你去.
单姓就不能这样称呼,我们不说:
(７)∗张,你来一下.

① 这是就现代汉语而言的.上古汉语有无复辅音,学界有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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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老师叫你去.
在现代汉语里,像“进行”、“加以”、“予以”一类动词事实上不表示实在的意思,只起某种

韵律或语用的作用,譬如“住房问题明天我们还要进行讨论”,从意义上说,跟“住房问题明天

我们还要讨论”没有多大差别,句中的“进行”不表示实在的意义,所以这种动词一般称之为

“虚化动词”①.这种动词在使用上有两个特点,一是要求后面有一个动词来作它的宾语,二
是这个作宾语的动词只能是双音节的,不能是单音节的.例如:

(８)金融问题你还需进行学习.
(９)这些情况需进一步加以调查.
例(８)、(９)里的双音节动词“学习”、“调查”就不能用同义的单音节动词“学”、“查”来替

换,我们不说:
(８′)∗金融问题你还需进行学.
(９′)∗这些情况需进一步加以查.
正是这种汉语的节律性,在现代汉语里句子合格不合格不能单看是否符合句法规则、是

否符合语义规则,还得看是否符合汉语韵律规则.② 明显的例子如:
(１０)a∗他们年年种植树,但成活率却只有百分之十.

b∗他们年年种树木,但成活率却只有百分之十.

c他们年年种树,但成活率却只有百分之十.

d他们年年植树,但成活率却只有百分之十.

e他们年年种植树木,但成活率却只有百分之十.

４正是这种汉语的节律性,加之上述的汉字的独特性,对汉语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

影响,突出体现在对联的产生和诗词格律的发展上,特别是五言、五绝、七言、七绝等律诗以

及词曲的产生与发展上.

第五点认识

汉语属于非形态语言.汉语的这一性质,决定了汉字和汉语的关系极为和谐,而且这也

是汉字能成为世界上古老文字中唯一流传至今而且一直充满青春活力的一种文字的根本原

因;而汉语的这一性质,更在语法上呈现出让人们不能不注意的一系列现象:

１词类无形态标志.在汉语里,一般说来,我们不能从词形上看出哪个一定是名词,哪
个一定是动词,哪个一定是形容词,哪个一定是副词.

２名词、动词、形容词进入句子不发生词形上的变化.例如,汉语里的一个词往往可以

出现在多种不同的句法位置上,而在词形上完全一样.试以“研究”为例:
(１)a这个问题,他研究,我不研究.【作谓语】

b她研究语法.【带宾语】

c这个问题得研究清楚.【带补语】

d这个问题我打算研究.【作宾语】

①

②

“加以、进行”这类虚化动词,另有“傀儡动词”、“准谓宾动词”或“形式动词”等不同称呼.
参看冯胜利:«汉语韵律句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３８~１５４页;冯胜利:«汉语的韵

律、词法和句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４０~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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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这就是我的研究课题.【作定语】

f语法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直接受名词修饰】

３同一种语法关系可以隐含较大的语义容量和复杂的语义关系而没有任何形式标志.
试以“动词＋名词”的动宾关系为例:

(２)a吃苹果【动作—受事】

b(这锅饭可以)吃五个人【动作—施事】

c吃大碗【动作—工具】

d吃食堂【动作—方式.也有人分析为“动作—处所”】

e吃父母【动作—凭借(靠父母生活)】

f排电影票【动作—目的(为取得电影票而排队)】

g养病【动作—原因(因病而养)】

４汉语不仅句法构造规则与词法构造规则是基本一致的,而且句法中句子的构造规则

跟词组的构造规则也是基本上一致的.关于“汉语的句法构造规则与词法构造规则是基本

一致的”这一点,郭绍虞先生早就论述过.①

大家知道,汉语在词法层面上,合成词的构造基本上有三大类:
一是重叠,即由语素,或者说由词根重叠而成词.如“爸爸、星星、慢慢、大大、看看、听

听、刚刚、稍稍”和“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研究研究、商量商量”等.
二是附加,也叫“派生”,即由词根和词缀组合而成词.如“桌子、剪子、尖子、石头、锄头”

和“老虎、老鼠、阿飞、初一、第一”等.
三是复合,即由词根与词根组合而成词.复合类型多样,主要有:

a修饰,如“白菜、汉语、蒸锅、广播、奋战、长眠、虚心、小气、徒劳、深入、雪白、铮亮”等.

b支配,如“怀古、下海、动人、立春、超群、冒险、签名、理事、围脖”等.

c补充,如“打倒、扩大、处决、镇静、充实”和“枪支、信件、花朵、纸张、船只、书本”等.

d联合,如“研究、调查、爱好、干净、美丽、清楚、朋友、开关、语言、迟早、自从、反正”等.

e陈述,如“花生、冬至、事变、沟通、神往、位移、面熟、心慌、锋利”等.

f连动,如“留用、聘用、指正、招考、汇报、剪接”等.
我们看到,汉语在句法层面,其句法结构基本上也是这些类型,只是说法不一而已.试

对照:
构词层面　　　　句法层面

重叠 叠用②

附加 各类虚词结构

修饰 偏正

支配 述宾/动宾

补充 述补/动补

①

②

参看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第５页、第１１４~１８２页.
关于叠用,如:“快来,快来,快来,看这是什么?”“去去去去,别来凑热闹!”“好好好,就这么办!”这

种叠用现象是否属于语法现象? 该怎么分析与处理? 至今无人研究.其实这是一个值得开发的研究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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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联合

连动 连动/递系

由于汉语属于非形态语言,以及词类与句法成分并不一对一地对应,所以在汉语句法层

面上,与印欧语相对照,词组的构造规则与句子的构造规则也是基本一致的.
我们知道,英语属于形态语言,在英语里句子与词组是对立的:作为句子,一定有一个定

式动词(finiteverb);而作为词组,一定没有定式动词.例如:
(３)IstudyChinesegrammar．【我研究汉语语法.】

TostudyChinesegrammarisimportant．【研究汉语语法很重要.】

StudyingChinesegrammarisimportant．【研究汉语语法很重要.】

ItisimportanttostudyChinesegrammar．【研究汉语语法是很重要的.】

∗StudyChinesegrammarisimportant．
∗ItisimportantstudyChinesegrammar．
再有,在属于形态语言的英语里,句子一定是主谓关系,词组一定不会是主谓关系.因

此我们通常说的主谓结构,当处于被包含状态时,在英语里不列入词组的范围,而称为“从
句”(clause).例如:

(４)ThestudentwhoansweredthequestionwasJohn．
【回答问题的那个学生是约翰.】
(５)Iworkedtillhecameback．
【我一直工作到他回来.】
(６)Whyshebroughtsomanyhatsisapuzzle．
【她为什么买那么多帽子还是个谜.】
例(４)里的 whoansweredthequestion,例(５)里的hecameback,例(６)里的 whyshe

broughtsomanyhats,虽然都处于被包含状态,但都依然视为句子,只是称为“从句”,因为

都是主谓关系.
属于非形态语言的汉语则不同,汉语里的动词就没有所谓定式动词(finiteverb)与不

定式动词(infinitiveverb)的不同表现形式,汉语的句子也不一定是“主语—谓语”的模式.
这样,在汉语里,句子和词组在句法构造上不形成对立,彼此不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主谓结

构跟其他句法结构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汉语里,一个句法结构如果处于被包含状态,它就是

词组;如果处于单说地位(附有一定的句调),它就实现为句子.① 请对照“弟弟扫地”【主谓

结构】和“参观科技博物馆”【述宾结构】:
(７)a“弟弟干什么呢?”“弟弟扫地.”【句子】

b弟弟扫地的时候总戴着口罩.【词组】
(８)a“明天我们干什么?”“参观科技博物馆.”【句子】

b参观科技博物馆的人可多了.【词组】
再如“木头桌子”【“定—中”偏正结构】:
(９)a“你想买什么桌子?”“木头桌子.”【句子】

b木头桌子现在很贵呀! 【词组】

① 参看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版,第７４~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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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也可以了解到,在英语里,词、词组、句子之间是层层组成关系(composition),即
由词构成词组,由词组构成句子;而在汉语里,词和词组之间是组成关系,词组和句子之间则

是实现关系(realization),即词组加上句调就成为句子.①

５上述四点也决定了汉语比较注重词语之间的意合,常常会看到看似很不合逻辑但大

家却都能理解的句子.例如:
(１０)赵元任先生是菲律宾女佣.[赵元任先生是男士.这句话的意思是赵元任先生家

的女佣是菲律宾人.]
(１１)那炸酱面没付钱就走了.[意即“那吃炸酱面的顾客没付钱就走了”]
(１２)每周周末我们打扫卫生.[比照“打扫垃圾”]
(１３)你要注意恢复疲劳.[比照“恢复健康”]
(１４)卧铺票不能延长.

第六点认识

汉语是语用强势语言.这在语法上主要表现为:

１只要语境允许,句法成分、重要的虚词,都可以省略.汉语里还常常能见到、听到这

样的句子———句中只有一连串的名词.② 例如:
(１)今天下午全校大会.
上面这句话,在不同的语境里,你可以分别理解为:
(１′)a今天下午有全校大会.

b今天下午是全校大会.

c今天下午开全校大会.

d今天下午召开全校大会.

e今天下午举行全校大会.

２词序灵活,多用虚词.
同一个事件,由于说话人的角度不同、认识不同、情感态度不同、所需要表达的信息不

同,可以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而这就靠词序的改变和虚词的运用.例如:
(２)a弟弟打破了我的杯子.

b我的杯子弟弟打破了.【词序改变】

c我的杯子被弟弟打破了.【词序改变,外加虚词“被”】

d弟弟把我的杯子打破了.【词序改变,外加虚词“把”】

e我的杯子是弟弟打破的.【词序改变,外加“是”和“的”】

①

②

参看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版,第７５页.
古代时有名词缀合成句的佳作,著名的如唐代温庭筠«商山早行»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元代马致远«越调天净沙»题作“秋思”的前三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堪称绝

妙佳句.但这跟“今天下午全校大会”性质不同.拿马致远的那三句来说,说是三句,实质上每个名词都可

视为一个小句,三句话九个名词,分别刻画了九个情景,组合在一起,烘托出了苍凉寂寞的秋原景色和作者

孤独疲倦的旅情,显示了作者运用语言的高超艺术.而“今天下午全校大会”是个省略了谓语动词的普通

的完整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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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２)各句所说事件相同———“我的杯子破了,打破杯子的是我弟弟.”但通过改变词序、
增删某些词语,各个句子意思就不尽相同.

汉语语法的这一情况,决定了汉语语法对语篇有很大的依赖性.即判断一个句子能说

不能说,判断一个句子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所在的语篇.这里不妨举一个使用

“把”字句的例子:①

(３)∗洪水是退了,但是眼前是一片不好的景象:洪水把村舍的房屋冲倒了一大半,把
猪、鸡、羊都淹死了,空气里充满了难闻的臭味儿;洪水把成堆的木材也几乎都冲光了,.

例(３)就一个个小句孤立来看,都合语法,但是例(３)冒号以后的部分,是要具体描绘洪

水过后的不好景象,按说应顺着上文的意思,用表示遭受义的“被”字句,不宜用“把”字句,可
是却用了好几个“把”字句,使前后文气很不协调、很不连贯.这个句子宜改为:

(３′)洪水是退了,但是眼前是一片不好的景象:村舍的房屋被洪水冲倒了一大半,猪、
鸡、羊都被淹死了,空气里充满了难闻的臭味儿;成堆的木材也几乎都被洪水冲光了,.

３在句子平面,句法规则与语用规则难以从形式上加以区分.就英语来说,句法规则

和语用规则的界限比较清楚.请看下面的英语句子:
(４)Weareverifyingthesefigures．(我们正在审核这些数字.)
在实际的言语交际中,其宾语成分thesefigures可以根据交际的需要挪到句首,但这会

有两种情况.请先看实例:
(５)Thesefiguresarebeingverifiedbyus．(这些数字正被我们审核.)
(６)Thesefiguresweareverifying．(这些数字我们正在审核.)
说英语的人也好,研究英语语法的人也好,都会把例(５)句首的Thesefigures看作全句

的主语;但都不会认为例(６)句首的 Thesefigures是全句的主语,都还会将这个句子里的

Thesefigures看作是verify的宾语.这也就是说,在英语里某些宾语成分是有可能移位到

句首的,但有的是属于句法移位,如例(５);有的是属于语用移位,如例(６).显然,英语的句

法规则,在句子平面上就能看得比较清楚,因为有鲜明的形式标志.汉语的句法规则,在句

子平面上看不清楚.请看:
(７)弟弟打破了我的杯子.
例(７)在实际交际中,其宾语成分“我的杯子”也可以根据交际的需要挪到句首,说成:
(８)我的杯子被弟弟打破了.
(９)我的杯子弟弟打破了.
(１０)我的杯子打破了.
例(８)我们大概可以说是属于句法的移位,因为有形式标志介词“被”;例(９)、(１０)我们

就很难只根据那句子形式来断定它们到底是属于句法移位,还是语用移位.原因是:①汉语

是“非形态语言”,名词也好,动词也好,本身没有形态标志,入句也不发生形式上的变化;②
句法成分的大量省略———汉语句法成分(包括某些虚词)的省略比较自由,不像英语那样有

严格的句法约束.因此,在句子平面上哪些属于句法规则,哪些属于语用规则,就汉语说,没
法从形式上去加以区分.

① 例(３)以及对例(３)的分析,均转引自马真«在汉语教学中要重视词语使用的语义背景»,见蔡建国

主编:«中华文化传播任务与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９６~２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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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重话题(topic)的语言.这一特点决定了,在汉语中句首成分可以不是主论元(如施

事、受事),而是时间、处所、工具、旁事等,而且是很常见的现象,以至于在句法上被认定为主

语,并将汉语的主语定义为“主语即话题”.①

结束语

再次说明,本文不是从“特点”的角度说的,所以在文章标题里的“特点”二字上加了个引

号.
汉语自古至今多有变化,甚至有学者认为,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着语言类型的变

化②.笔者一直从事现代汉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文章所谈内容主要就现代汉语来说的.

MyUnderstandingoftheCharacteristicsofChineseLanguage

LuJianＧming
(CenterforChineseLinguistics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

Peking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０８７１)

　　Abstract:ThispaperlaysouttheauthorsviewsontheChineselanguage,whichare
takenasthenecessaryknowledgetoknow Chinese,tolearn Chinese,andtostudy
Chinese．Firstly,theChineselanguagehasthelongesthistoryandalmosthasnever
splitedapart．Secondly,themanydiversifiedChinesedialectsmaycauseproblemsin
commoncommunication,buttheybearuniqueChinesecultureand maybetakenas
livingfossilofChinesedevelopment．Thirdly,Chinesecharacterasthewrittensymbolof
theChineselanguageensurestheunityasonelanguage．Itmakesagreatcontributionto
theconsolidationofthe Chinesenationandtheunification．Fourthly,the Chinese
languageis of greatrhythmicity,which has muchimpact on wordＧcombination,

sentenceＧmaking,andliteralwriting．Fifthly,Chinesehaslittlemorphology．ItoverＧ
determinestheharmoniousrelation of Chinesecharacterandthespoken Chinese,

leadingtoaseriesofnotablesyntacticphenomena．Sixthly,ChineseisapragmaticsＧ

prominentlanguage．Thus,lotsofomissionsareallowedinutteranceundercertain
contexts．Wordorderandfunctionalwordareessentialthen．Itisquitecommonthatthe
sentenceinitialisnotmajorargumentbecausetopicsaremuchweighted．Inthefinal

①

②

参看赵元任(１９６４)«中国话的文法»(AGrammarofSpokenChinese),中译本«汉语口语语法»(吕
叔湘翻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第４５~６１页.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９５~１０２
页.

参看胡敕瑞:«从隐含到呈现———词汇变化影响语法变化»,«语言学论丛»２００８年第３８辑.此外,
古代有变调造词,现代汉语就不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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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tismadeclearthattheChineselanguagechangesalotfromtheancienttothe
modernstate,andthecontentofthispaperfocusesonmodernChinese．

Keywords:Chineselanguage,nonＧmorphologicallanguage,pragmaticsＧprominent,

Chinesecharacter

(学术编辑:李无未)

陆俭明,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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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本词汇的稳固性
及其演变原因的几点思考

∗

汪维辉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摘要:基本词汇的稳固性至少表现在寿命长、变化慢、借用难三个方面.稳固的原因则

是重要性、常用性、易知性和封闭性.所谓“易知性”,是指“音义结合度/语义感知度”高,基

本词一般都是“易知性”最高的,它们在人们的语感中是最熟悉、最容易感知的音义结合体.
封闭性是指每个义位(概念)成员有限,通常只用一个词来表达,有两个词的不多,三个以上

的则几乎没有.由于基本词在词库中自成系统,稳定难变,所以探求基本词新旧更替的动因

应该更多地从外部因素着眼.外部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语和强势方言的影响,二是语言

接触.此外还有避讳等人为因素.当然也有内部的动因,比如“同音冲突”和避免因词义过

多而引起歧义等.导致基本词变化的动因相当复杂,有待继续探索.
关键词:汉语基本词汇;稳固性;易知性;封闭性;演变原因

稳固性是基本词汇的三个特征之一,这已是语言学界的共识.但是基本词汇的稳固性

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它为什么会具有稳固性,相关的论述却并不多见.张永言先生曾指

出:“一般都承认,属于基本词汇的词的特征是:全民性、稳定性和构词的活动性(能产性).
但是仅仅指出它们具有这些特征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考察究竟是哪些性质造成了它们

的稳定性,使它们在全民语言里巩固下来并且比其他的词具有更大的构词能力.”“除了上述

三个特征以外,有的语言学家还指出了别的一些特征,如:所表示的概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常用性,多义性,风格色彩和感情色彩的中性,单音节性.其中有的其实也就是造成词的稳

定性的原因.”①本文尝试探讨基本词汇稳固性的表现及原因,并据此对基本词新旧替换的

动因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基本词汇稳固性的表现

谈到基本词汇的稳固性,大家注意到的通常都是它们往往历久而不变.我们认为至少

∗

①

本文初稿曾在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二室共同主

办的“首届汉语历史词汇与语义演变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８,杭州)上报告,得到多位师友的指教,友生刘君敬

博士协助提供资料,谨致谢忱.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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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方面的表现.

１寿命长

这的确是基本词汇稳固性最显而易见的表现,也是以往谈论最多的.基本词中的核心

词①往往可以历经几千年而不变.王力先生说:“汉语的基本词汇是富于稳固性的;多数的

基本词有了几千年(或者是几百年)的寿命.”②比如在斯瓦迪士(M．Swadesh)的１００核心词

中,汉语古今基本没有变化③的约有６７个:人、男、女、皮、肉、血、骨、发(fà)、耳、鼻、牙(齿)、
舌、手、膝、乳、心、肝、鱼、鸟、虱、角、尾、羽、爪、种(zhǒng)、叶、月、星、水、雨、石、沙、地、路、
山、云、烟、火、灰、夜、名、见、知、死、杀、游(游泳)、来、坐、飞、多、大、长、小、绿、黄、白、黑、热、
新、圆、干(干燥)、一、二、我、你(尔)、谁、不.罗曼雅柯布森(RomanJakobson)曾经指出:
“如果说共时是动态的,那么历时(即把语言一个漫长时期的不同阶段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就
不能而且决不能仅仅局限为变化的动态性.我们也必须考虑静态的成分.法语在数千年的

发展过程中,什么东西变化了,什么东西恒定未变;原始印欧语分裂成印欧语之后,印欧部落

在数千年的迁徙过程中,他们语言中什么东西没有变化;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细致的研

究.”④这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以前关注不够.

２变化慢⑤

王力先生说:“基本词汇虽然稳定,变化还是可能的.”⑥基本词确实也会变,但变化极

慢,在正常情况下,新旧词的替换一般需要２００—４００年时间.⑦ 这跟一般词汇(尤其是所谓

“文化词”)变化迅速形成鲜明的对比.

３借用难

在语言接触中基本词一般不容易被外来词替换.张永言先生说:“就一个语言的词汇体

系来说,其中最活动的部分(如有关文化的词,即所谓‘文化词’)最容易渗进外来词,而比较

稳定的部分(如基本词汇)就比较不容易渗进外来词.”⑧如日语、韩语中的汉语借词.日语

和韩语即使借入了汉语的一些基本词(如数词),但固有词一般仍保留,各有各的用途.当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本文使用三个术语:基本词汇,基本词,核心词.基本词汇跟一般词汇相对;属于基本词汇的词称

为基本词,基本词汇是基本词的集合;基本词的核心部分称为核心词.由于基本词汇的范围不易确定,本
文举例暂限于核心词,因为核心词属于基本词大致是没有争议的.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下册第５１４页.至于究竟有多长的寿命才具备基本词汇

的资格,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周荐先生«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划分刍议»一文在谈到基本词汇历史悠

久问题时认为,“时限当是不少于半个世纪”.见周荐:«词汇学词典学研究»,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９９
页.

这里所谓“古今基本没有变化”是指:词形和主要意思没有变;有的古代是单音词,到了现代汉语变

成了双音词,但是词根没有变.
[美]罗曼雅柯布森:«雅柯布森文集»,钱军编辑,钱军、王力译注,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

１２１页.
参看胡安良、程祥徽:«从发展中看基本词汇的稳固性»,«语文知识»１９５８年４月号;齐冲天:«汉语

基本词汇的发展及有关问题»“稳固与替换”部分,«内蒙古大学学报»１９６０年第１期.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下册第５１４页.
参看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０２页.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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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替换的,如汉语中的“兄—哥”、日语中的“肉(にく)”①等,但相对来说困难得多,数量很

少.陈保亚先生曾对西南官话与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进行过追踪调查,他指出:“西南

官话在侗台语、藏缅语地区有很大的势力,很多民族都会说西南官话,从民族语言到西南官

话的母语转换也频繁发生.有些地区还有汉族说民族语言,使当地民族语言的结构面貌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西南官话对西南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在整个汉语和民族语言接触史上都

是广泛深入的,即使在这样一种深刻接触的背景下,高阶核心语素②仍然很稳定.”③亲属语

言比较中之所以能利用核心词中的同源词来确定语言的发生学关系,就是基于基本词的这

一特征.

二、基本词汇具有稳固性的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前人的论述不多,我们认为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原因:(１)重要性;(２)常用

性④;(３)易知性;(４)封闭性.
基本词汇所表示的概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基本词汇的常用性是其具有稳固性的根

本原因.重要性和常用性是紧密相关的,因为重要所以常用.这两点显而易见,前辈学者也

有所论及,⑤无须细说.下面着重谈谈易知性和封闭性.

１易知性

有的学者提出汉语的基本词具有“单音节性”,这是颇有道理的.在上古汉语时期,汉语

的基本词几乎都是单音节的;即使在现代汉语里,大量的基本词仍然是单音节的,或者单音

形式和双音形式并存(如:眼—眼睛⑥,嘴—嘴巴,盐—盐巴/咸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语中有しし(肉宍)一词,是表示“肉”的固有词,但现在已基本不用,所以一般年轻人都不知道

了.«广辞苑»等辞书收有此词.«广辞苑»释义作:“にく(肉)の古语.”(页９６３c)参看汪维辉:«撰写‹汉语

１００基本词简史›的若干问题»,«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
编辑部编,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版.

陈保亚先生所说的“高阶核心语素”相当于斯瓦迪士的１００核心词.
陈保亚、汪锋:«论核心语素表的确定———以上古汉语为例»,«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三辑,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８５~１８６页.
常用性既是基本词汇的特点之一(有的学者称为“全民常用性”),也是基本词汇稳固性的一个原

因.
如周祖谟先生«汉语词汇讲话»指出:“基本词汇为什么具有很大的稳固性呢? 因为基本词汇包含

着词汇中最古老、最必需的一部分词,这些词所表示的都是极其重要的概念,对于生活在任何社会发展阶

段的人都是必需的.例如表示自然界的现象、人体的各部分、亲属的关系、事物的一般形状、最普通的行为

动作、生活中衣食住行必用的东西和最重要的劳动工具等各方面的词以及代词、数词等等大半都是基本

词.不管任何人,生在任何时代,没有它就不行.所以基本词汇具有很大的稳固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８页)
«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眼”条:“①人和动物的视觉器官.通称眼睛.”(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版,

第１４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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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的单音节基本词一定是一组同音词中“音义结合度/语义感知度”①最高的一个

词,在汉语社团中,人们一听到这个音节首先就会联系到那个语义.因此它在人们的语感中

是最熟悉、最容易感知的音义结合体.这就是“易知性”.房德里耶斯(J．Vendryès)曾指

出:“词里有一种语义层级,其中包含有强的意义,也包含有弱的意义.前者不一定是最古

的,可是人们一听到词就必然会想起这些意义;它们之所以有这种力量是由于它们的使用的

重要性.”②在汉语的音节系统中,一批核心词就占据了这样的地位,人们一听到一个音节,
首先想到的就是对应的那个核心词.不管是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方言还是通语,在每一

个共时平面系统中都是如此.
跟“易知性”相关的一系列概念有:音节的语义感知度,音节的第一对应词,最佳音义结

合体(音节→词/字),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由实验来验证的,如用测试法:在自然状态下,单
念一个音节,让被测试者写下最先想到的一个汉字.③ 下面是一张“普通话核心词最佳音义

对应测试表”④:
表１　普通话核心词最佳音义对应测试表

音节 词项 音节 词项 音节 词项 音节 词项 音节 词项

rén 人 dù 肚(子) xīng 星(星) shuì 睡 bái 白

nán 男(人) rǔ 乳(房) shuǐ 水 sǐ 死 hēi 黑

nǚ 女(人) xīn 心 yǔ 雨 shā 杀 rè 热

pí 皮 gān 肝 shí 石(头) yóu 游(泳) lěng 冷

ròu 肉 yú 鱼 shā 沙(子) zǒu 走 mǎn 满

xiě 血 niǎo 鸟 dì 地 lái 来 xīn 新

gǔ 骨(头) gǒu 狗 lù 路 tǎng 躺 hǎo 好

zhīfáng 脂肪 shī 虱(子) shān 山 zuò 坐 yuán 圆

fà (头)发 dàn 蛋 yún 云 zhàn 站 gān 干

tóu 头 jiǎo 角儿 yān 烟 gěi 给 yī 一

ěr 耳(朵) wěi 尾(巴) huǒ 火 shuō 说 èr 二

yǎn 眼(睛) yǔ 羽(毛) huī 灰 fēi 飞 wǒ 我

bí 鼻(子) zhuǎ 爪(子) yè 夜 shāo 烧 nǐ 你

zuǐ 嘴 shù 树 míng 名儿 duō 多 wǒmen 我们

yá 牙 zhǒng 种(子) chī 吃 dà 大 zhè 这

①

②

③

④

承吴福祥先生指教:有个英文词汇叫entrenching,意思是“固化”,心理学用来指某种形式和意义

之间的结合,由于高频呈现而固化在人们的心理之中.我觉得这个术语要比“音义结合度”好.(２００９年８
月１５日电邮)谨致谢忱.

[法]房德里耶斯:«语言»,岑麒祥、叶蜚声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２３~２２４页.
也许最好的办法是让文盲来做测试,念一个音节,让他说出对应的“词”.
据斯瓦迪士１００核心词表和«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这个表未经实际使用,只是一个理论上的设

想.表中填的都是斯瓦迪士１００核心词表中的词.有可能会被选上的同音词在表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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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音节 词项 音节 词项 音节 词项 音节 词项 音节 词项

shé 舌(头) yè 叶(子) hē 喝 cháng 长 nà 那

shǒu 手 gēn 根儿 yǎo 咬 xiǎo 小 shuí 谁

jiǎo 脚 shùpí 树皮 kànjiàn 看见 hóng 红 shénme 什么

xī 膝(盖) tàiyáng 太阳 tīngjiàn 听见 lǜ 绿 bù 不

bó 脖(子) yuè 月(亮) zhīdao 知道 huáng 黄 quán 全

表中的基本词有些是双音形式,需要另加讨论.①

在有同音词的基本词中,有可能会被选上的候选词项有:男—南、难,血—写,头—投,
眼—演、掩,牙—芽,手—守、首,脚—角、搅,膝—西、锡、吸,肝—干②,鱼—余、愚,蛋—但、
淡、担、弹,尾—伟、委、伪,树—数、竖,地—弟、第、递,路—露、鹿,烟—淹,躺—淌,坐—做,
站—占,飞—非,烧—稍、捎、梢,长—常、肠、尝,红—虹、鸿、洪,一—衣、依,不—布、部、步,
全—权、拳、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基本词独占一个音节,如:肉、嘴、爪③、水、死④、走、给⑤、说、白、
热、冷、这⑥、谁⑦.普通话语音系统比较简单,一共就１３３５个音节⑧,资源宝贵,而这样一批

基本词却都独占了一个音节,这是我们平时一般不曾想到的.有些虽然有同音字,但都比较

冷僻,要么是书面语词或方言词⑨,要么是动植物名或专有名词(如地名、姓氏等),要么是只

能构成单纯双音词(包括音译词和联绵词)的表音字,要么是语气词,口语里一般不单说,这
些词实际上跟独占一个音节没有本质的区别,如:女、发(fà)、鼻、鸟、来、多、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其中“树皮”和“我们”两个词在汉语中并不很基本,“树皮”古今汉语均无对应的单音词,“我们”古
汉语中无对应词.这两个词在讨论汉语的核心词时应予剔除.

“干燥”的“干”.
指口语音zhuǎ.
“死”单占一个音节跟避讳有关.参看李荣:«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中国语文»１９６５年第２期;

又收入其«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０７~１１８页.
指口语音gěi.
口语音zhèi,单占一个音节.

shéi和shuí两个音节都只有一个“谁”字.
据«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音节表”统计,包括轻声和声化韵音节.
«现代汉语词典»用‹书›和‹方›标示.
另有两个冷僻字:钕、籹(粔籹).
另有一个双音词“珐琅”.
另有一个双音词“荸荠”.
有三个同音字:茑、袅(褭)、嬲.
有七个同音字:莱、崃、徕、涞、梾、鶆、铼.
有六个同音字:咄、哆、剟、 、掇、裰.
有一个同音字:汏(‹方›洗;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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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①、满②、好③、二④、我⑤、那⑥.以上两类合计为２５个词,占１００个核心词的１/４.还有一

些词虽然有不算冷僻的同音字,但是这些同音字在现代汉语里都是非自由语素,不能单说,
如:人⑦、皮⑧、狗⑨、鱼、火、小等.因此这些音节其实也可以看作是由核心词独占的.现

代汉语里能单说的单音词本来就有限,而这些能单说的单音节大部分都是基本词. 上述

现象充分反映了基本词/核心词在现代汉语音节系统中所占的位置,这就好比尊贵的客人都

坐在了飞机的头等舱.两个核心词共享一个音节的现象(如“心”和“新”、“肝”和“干”)比较

少.有些虽然是两个基本词同音,但在口语中名词往往会儿化或带上“子”尾、“头”尾,比如:
脚—角儿,杀—沙子,根儿—跟,舌头—蛇,骨头—古、股、鼓、谷,脖子—驳,虱子—湿、诗、师、
尸、失、施,叶子—夜,石头—实、食,等等;有些则是在口语中通常采用双音形式,如眼睛、膝
盖、羽毛、尾巴、月亮、游泳等.所以在活的口语中一般不会造成混淆.只有“虱子”跟“狮
子”同音,会引起歧义.其实“虱子”是否应该列入１００核心词是可以讨论的,特别是现代社

会这种东西越来越少,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要提到它的几率迅速降低,它已经逐渐失去了作为

核心词的资格.
在方言接触中,方言中的某个基本词在通语或强势方言中的对应词折合成方言音有时

正好是该方言中的另一个基本词,它已经占据了“最佳音义结合体”的位置,或者是这个方言

社团不熟悉的音节,所以很难被该方言社团直接、容易地感知,这时就不容易替换方言中的

固有词,也就是说,“可借入度”很低甚至没有“可借入性”.以笔者母语宁波话为例,像“拿—
驮”、“藏—囥”、“按—揿”、“睡—睏”这样一些词,在说本地话的宁波人看起来,要用前者

来取代后者那是很难想象的.
因此,易知性是基本词汇稳固难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易知的深层次原因还是基本

词汇所表达的概念的重要性和常用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有两个同音字:嘿(嗨)、 .
有一个同音字:螨.
有一个同音字:郝.
有六个同音字:弍、贰、刵、佴、咡、樲.
有一个同音字: ( 鬌).
口语音nè有一个同音字:讷(呐).
有壬、仁、任(用作地名和姓)三个同音字.
有芘、陂、枇、狓、毗、蚍、铍、郫、疲、陴、埤、啤、 、琵、椑、脾、鲏、裨、蜱、罴、膍、貔、鼙等二十三个同

音字,但是没有一个能单用.
有苟、岣、耇、枸、笱五个同音字.
鱼有四十多个同音字,也是没有一个能单用的.
火有伙、钬、漷、夥四个同音字.
有晓、謏、筱三个同音字.
吕叔湘先生«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曾指出:“在现代汉语里,单音节多半不能单说.”«吕叔

湘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１５页.
吕叔湘先生«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在给名、动、形三类实词中单、双音节所占比例的统计数

据所作的说明中指出:“这是就词表统计.如果照出现次数计算,单音词的百分比会大大增加,因为单音词

大多数是最常用的.”«吕叔湘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４４页.
“尾”口语音yǐ,通常不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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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封闭性

我们认为基本词具有一定的封闭性,每个义位(概念)成员有限,相当稳定.
通常认为实词都是开放的词类,但是实词中属于基本词的各个小类实际上具有相对的

封闭性:在一个共时共域的语言系统中,一个基本概念通常只用一个词来表达,有两个词的

不多,三个以上的则几乎没有.① 仍以上举斯瓦迪士的１００核心词为例,绝大多数是“唯一”
的,少数有两个,如:皮—皮肤,骨头—骨骼,头—脑袋,牙—牙齿,肚子—腹部,乳房—奶(儿/
子)但这些词通常都有口语和书面语之别,要么就是单、双音形式的关系.

凡是成系统的语言要素就不容易变,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都是如此,语言接触一般不会

导致音系和语法系统的改变,也很难造成基本词的替换.基本词汇的系统性主要就表现在

易知性和封闭性上:在汉语的单音词词库中,那一批语义感知度最高而数量有限的词自成一

个系统,这就是汉语的基本词汇.

三、从稳固性看基本词新旧更替的动因

既然基本词汇如此具有稳固性,那么它为什么还会发生变化呢? 正如斯大林所说:“如
果在每次革命之后,都把现存的语言结构及其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像对待上层建筑一样消

灭掉,并创造新的来代替,的确又有什么必要呢? 譬如:把‘水’、‘地’、‘山’、‘森林’、‘鱼’、
‘人’、‘走路’、‘做事’、‘生产’、‘做生意’等等不叫水、地、山等等,而叫作旁的名称,又有什么

必要呢?”②了解基本词汇的稳固性及其原因,对于探讨基本词的历时演变及其动因具有重

要的意义.
由于基本词在词库中自成系统,相当稳定,所以通常没有外来的力量是难以使它动摇

的.这就提示我们,探求基本词发生新旧更替的动因应该更多地从外部因素着眼.所谓外

部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语和强势方言的影响,二是语言接触.此外就汉语而言,还有避

讳等人为因素.
凡是“突变性”的基本词新旧替换一定是外部因素导致的,通常就是通语的基础方言发

生了变化.这里有两个个案可供参考.

１据吕传峰研究,“喝”在北方官话区取代“吃”和“饮”的过程大致是:元朝时表示“把液

体或流食咽下去”义的“喝”字开始使用,作为一个北系方言词,在１８世纪中叶以前一直没有

①

②

史皓元等«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汉语‘擦’义,这
一带最常用的是‘揩’,同时有‘搌’、‘缴’、‘抹’、‘擦’等多种说法.如图２６所示,有的点只用其中某一个说

法,有的点同时采用两三种,不过搭配的宾语有限制,这些都从各个侧面反映出不同的历史层次.”[美]

RichardVanNessSimmons(史皓元)、石汝杰、顾黔:«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上海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９４~９５页.按理说一个共时平面中表示“擦”义只要一个词就够了,但处于江淮官话

和吴语结合部的这些方言点有的同时使用两个甚至三个,但这二/三者并非“等值”的,而是用于不同的对

象.说到底,其中只有一个是属于本方言点底层的,另外一个或两个则是外来的,所以就给它们派上不同

的用场.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李立三等译,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版,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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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１８世纪中叶以后发展迅速并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成为喝类语义场中的主导

词.①

２据杨荣贤研究,“挑”表肩挑义的用法萌芽于晚唐五代,到南宋用例较为普遍,而且集

中见于具有南方方言背景的作家作品中,而同时期其他方言区的作品则极为少见.可到了

元代,“挑”字用例反而罕见,大量肩挑义均用“担”表示.“挑”为何到元代在北方地区反而停

止了发展? 这种现象按词汇内部发展规律很难解释.到元末明初具有江淮方言背景的«水
浒全传»中,“挑”的用例却又迅速增加,一举替换了“担”,而且替换得较为彻底.“挑”字发展

呈现出的特点正与历史上官话基础方言的几次变更存在紧密联系.南宋朝廷偏安江左,官
话基础方言自然由北变易为南,到了元代,随着蒙元统治者定都大都,“在金元两代,一种来

自东北的官话在这两个朝代控制区逐渐扩大影响,成为新的标准语的方言”②.而随着明代

都城的再次南下定都于江淮官话的中心,这时官话基础方言“南系重新出现,一直到清初、中
叶还是占上风”③.因此,“挑”字的发展就呈现出上述特点.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官话基

础方言的往北转移,“挑”又在北方获得了较快发展.“挑”的历史发展轨迹至今仍清晰地反

映在现代汉语方言中.④

这两个例子说明,“喝”取代“吃”、“饮”,“挑”取代“担”,直接的动因都是通语的基础方言

的变动.在近代汉语阶段,通语的基础方言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动:西安(唐)—开封(北宋)—
杭州(南宋)—北京(元)—南京(明至清)—北京(清后期/１９世纪中叶以后⑤).这些剧变给

汉语基本词汇的新旧更替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确切回答,需要我

们去研究.
在中国古代,避讳也能导致基本词的突变,比如:邦—国,盈—满,恒—常,启—开.这些

都是由西汉避皇帝名讳而造成的基本词新旧替换.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
在基本词发生新旧更替的初始阶段,新词由一点向四周扩展,要找到突破口是很难的,

原因已如上述.一旦找到突破口后,就会不断向周边扩展.这牵涉到替换的机制问题.这

个突破口是如何找到的? 扩散的过程又是怎样的? 这都是饶有兴味的问题.我们可以拿活

方言来做调查分析.史皓元等«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一书中的图３７、

３８、３９展示的丹阳、丹徒“找—寻”、“站—立”、“脸—面”三组词的分布情况,充分反映了基本

①

②

③

④

⑤

吕传峰:«汉语六组涉口基本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２００６年博士论文,第５４页、第９４页.
罗杰瑞:«关于官话方言早期发展的一些想法»,«方言»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罗杰瑞:«关于官话方言早期发展的一些想法»,«方言»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杨荣贤:«汉语六组关涉肢体的基本动词发展史研究»,南京大学２００６年博士论文,第４５~４６页.
威妥玛(ThomasWade)在«语言自迩集»的第一版序言中说:“埃德金斯(JosephEdkins,即艾约瑟)

先生,谁也不如他那么勤奋地去探究过这些不同方言的规则与界限,他把官话分为三个主要系统:南方官

话(thesouthern)、北方官话(thenorthern)和西部官话(thewestern),他以南京、北京和成都———四川省省

会,分别代表各个官话系统的标准.他认为南京官话(Nankingmandarin)在更大的范围被理解,尽管后者

更为时髦;可是他又承认‘那些想说帝国宫廷语言的人一定要学习北京话,而净化了它的土音的北京话,就
是公认的“帝国官话”(kuanhuaoftheEmpire).’”“选择并确定一种话(adialect),这大约是２０年前的事,
其次就是建立表音法.那时没有人把北京话作为写作对象,而各种表音法都声称描写的是南方官话(the
southern).”[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１９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第１４页.张卫东«语言自迩集译序»据此指出:“这意味着,大约是１８５０年前后,北京音才获得官话正音

的地位.”(同上,第５页)另请参看该“译序”第四部分(第５~６页)及第一部分(第１~２页)的有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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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替换的困难性:来自江淮官话的新词“找、站、脸”跟吴语的固有词“寻、立、面”展开了拉锯

战,新旧词在这一带的分布错综复杂,犬牙交错.江淮官话和吴语结合部的这些语言现象十

分耐人寻味.方言中的基本词受到通语或强势方言的影响而发生替换究竟是怎样进行的,
实在很值得研究.

虽说基本词发生新旧更替的动因我们应该更多地从外部因素去寻找,但是有没有内部

的动因呢? 应该也是有的,比如:(１)两个基本词同音,而且词性相同,分布相似,就容易导致

表义不明晰,造成所谓的“同音冲突”,如首—头①;(２)一个基本词的义项过多,导致语义负

担过重,容易引起歧义,如服—著(着)②、口—嘴③.
我们在基本词/常用词历时演变的研究中,最感困惑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同样性质的

基本词有的历经几千年而不变,有的却变了? 导致变化的动因究竟是什么? 上面所论只是

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初步思考,很不成熟,盼望得到海内外方家的指正.

SomeThoughtsoftheStabilityofBasicVocabularysandtheCauseofItsEvolution

WangWeiＧhui
(ResearchCenterofChineseLanguageHistory,ZhejiangUniversity,

Hangzhou,ZhejiangProvince,３１００２８)

　　Abstract:Thestabilityofbasicvocabularyisusuallyshowninthreeaspects:long
lifetime,slowchange,anddifficultyiflendingforotherpurpose．Thecauseofits
stabilityisimportance,popularity,easyＧobviousness,andclosure．EasyＧobviousness
meansthehighcombinationofpronunciationandsemanticapperception．Thebasic
wordseasyＧobviousnessisalwaysthehighest．Theyrethe mostfamiliarandsensible
uniteinpeoplessenseoflanguage．Closure meansthateverysememe (concept)is
limited,sothatwecanuseonlyonewordtoexpressourmeaning．Usingtwowordsis
less,andusingthreeormoreisfew．BasicvocabularyisonewithitsselfＧsystem,soitis
necessarytofindthereasonsofthereplacementoftheoldandthenewbasicvocabulary
fromthoseexternalfactors,liketheimpactofthecommonlanguageandthe major
dialects,languagecontact,andsomehumanfactorslikenamingtaboo．Moreover,

humanfactorsareimportant,likeconflictsofthesamepronunciation,ambiguitycaused
bytoomuchmeaning,etc．Thereasonofthechangeofbasicvocabularyiscomplex,so
itbehoovesustocontinuouslyexplore．

①

②

③

首和手同音.
“服”在上古的常用义项有十几个(参看«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服”字条),所以后来就把

“穿戴”的意思卸给了“著(着)”.
“口”在上古的常用义项也有六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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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words:basicvocabularyofChinese,stability,easyＧobviousness,closure,cause
ofevolution

(学术编辑:蔡淑美)

汪维辉,男,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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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汉语的特征
∗

徐时仪

(上海师范大学　古籍研究所,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摘要:汉语在由古至今的发展中既有各地言与言的歧异,又有古今言与文的歧异,书面

语用词也不一,往往或音同义异,或音异义同,注重意会,且句法虚实变通,形成一个开放的

多元异质系统,涉及语言←→人←→客观世界的错综复杂的关联,具有文白雅俗方言口语新

旧质素交融的特征.
关键词:汉语;特征

汉语是汉民族的共同语,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语,①具有悠久

的历史.汉语的古今演变相当复杂,威妥玛«语言自迩集»第一版序言曾提到这一状况:

　　“先生,您要学的是什么样的汉语?”我所讨教的第一位颇孚盛名的汉学家这样问

我,“有古代汉语,有很现代的书面语,有官方公文语言和书信体语言,还有口头语言,而
它们每一种又都有为数众多的方言;现在您想从哪一种开始?”“毫无疑问,他所问的那

个问题,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学习汉语的人来说,都是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汉语被分

成书体和语体,又再细分为书面语和口语.这二者究竟意味着什么? 构成汉语的多种

形态,口语和方言分歧,到目前为止,连最高级的学者都解释不过来.”②

诚如威妥玛所说,汉语在由古至今的发展中既有各地言与言(口语与口语)的歧异,又有

古今言与文(口语与书面语)的歧异,往往音同义异,或音异义同,形成注重意会,句法虚实变

通,文白雅俗方言口语新旧质素交融的特征,本文拟就此略作考探.③

∗

①

②

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白话词汇研究”(１３ZYY１０７).
回族、土家族等现在也使用汉语,中华民族的各民族间主要是使用汉语进行交际.
[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１８６７年别发洋行出版;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２

页.
戴庆厦:«汉语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５期)一文通过汉语与非汉语

的比较,认为汉语在宏观上至少有四大特点值得重视:一是汉语属于超分析性语言;二是汉语属于隐性特

征丰富的语言;三是汉语的语义属于具有超强伸张力的语言;四是汉语是特别注重韵律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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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今文白不一

我国历史上有所谓“三皇五帝”的传说,据在今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山西芮

城、河南三门峡和湖北大冶等地发现的原始人类的头骨、牙齿等化石,可以推测早在一百万

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生活在祖国的大地上,说着原始氏族和部落的语言.相传黄帝时中

原一带有万国,黄帝助炎帝打败蚩尤后,又统率各族打败了炎帝族.沿至夏朝尚有国三千,
西周初期则分封成了八百诸侯国.这些氏族和部落言与言(口语与口语)不一,而彼此间的

经济和文化交往以及政治和军事上的争夺兼并都离不开语言,于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交际

的需要,各氏族和部落的语言也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优势地位的氏族部落所说语言的基础

上趋于融合和认同,形成了一种各氏族和部落都能通行的共同语,即当时的“雅言”,由口语

写成书面语又称“文言”,各地的方言则为“殊方异语”.
先秦口语凝固为书面语的“文言”后趋于定型,形成汉语千差万别的方言口语和超稳定

的文言书面语并存的特征.先秦后文言书面语虽不再完全顺依口语的变化而变化,①而口

语还在发展,两汉时口语与书面语已渐趋歧异,演至明清,口语与先秦则有很大的不同,形成

言文不一,即古今文言与口语白话的歧异.如“眼里没人”是白话口语,“目中无人”是文言书

面语;“拍马屁、耳边风、花架子、开夜车、一路货、打退堂鼓、打开天窗说亮话”等是口语,“阿
谀奉迎、充耳不闻、徒有虚名、夜以继日、一丘之貉、偃旗息鼓、直截了当”等是书面语.自汉

至清的两千年来,文言渐成为见于文而一般不口说的书面语,白话则既口说也可写成书面

语.② 如«皇明诏令»所载朱元璋«谕武臣恤军敕»(洪武二十一年六月制谕):

　　管军官人每知道,前辈老官人每到处里厮杀,但寻见一两个好汉,留在根前十分用

心抚恤着,似那般积渐聚得多少,或一百二百三五百,将这等人便似自家兄弟儿子一般

看待,因此上,这等军士但遇着厮杀,便在官人前面.杀得赢了.人都道官人好厮杀,谁
知道是他抚恤人好.自家纵然会厮杀,对得几个?③

«太祖实录»卷一九一改为文言:“尔今居位食禄者,岂尔之能哉! 皆由尔祖父能抚恤军

士,流庆于尔也.朕观国初诸老成将官初起兵时,手抚士卒,或一二十人,或一百人、二百人、
三百人至四五百人,必以恩抚之,亲如兄弟,爱如骨肉.故攻战之际,诸士卒争先效力,奋身

不顾,以此所向克捷.人皆称其善哉,而不知其善抚士卒,故能如此.”
又如威妥玛在«语言自迩集»第二版中以«西厢记»的故事为框架改写成第六章«秀才求

婚,或践约传»,从中可见古今文白此消彼长的演变.«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

①

②

③

随着时代的推移,文言文也或多或少吸取了历代各时期口语里的某些成分.
徐时仪:«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５页.
杨一凡、田禾点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三册«皇明诏令»,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

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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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扮孙飞虎上,开)自家姓孙,名彪,字飞虎.方今上德宗即位,天下扰攘.因主将

丁文雅失政,俺分统五千人马,镇守河桥.近知先相公崔钰之女莺莺,眉黛青颦,莲脸生

春,有倾国倾城之容,西子太真之颜,现在河中府普救寺借居.我心中想来:当今用武之

际,主将尚然不正,我独廉何为! 大小三军,听吾号令:人尽衔枚,马皆勒口,连夜进兵河

中府,掳莺为妻,是我平生愿足.(下)(法本慌上)谁想孙飞虎将半万贼兵围住寺门,鸣
锣击鼓,呐喊摇旗,欲掳莺莺小姐为妻.我今不敢违误,即索报知夫人走一遭.(下)(夫
人慌上,云)如此却怎了! 俺同到小姐卧房里商量去.(下)①

威妥玛改写为:

　　这且不题,单说离此不远有一座山,内中有伙强盗,占踞多年.寨主名叫孙飞虎,带
领着偻 有一千多人,到处抢夺.他那一天也在普救寺看见莺莺烧香,回到寨里和他手

下人说:“刚才庙里那女子长得十分好看,我意欲娶他做个压寨夫人,你们大家伙儿谁能

立这个头功?”孙飞虎大喜,以为此去定能得胜.第二天带着可山的偻 ,嘴里吹着

喇叭,蜂拥地来了,把那庙团团围住,围的水泄不通,口口声声要莺莺出来答话.法本知

道了,吓得慌慌张张,就跑到老太太院子里喊叫说:“老太太听见了吗? 外头来了一大股

贼,那贼头儿孙飞虎,是个最凶恶的强盗,大不通情理,常是图财害命,带了那么整千整

万的人来,擂锣擂鼓,大喊着要莺莺姑娘出去答话.哎呀,这个祸事可从没有经过呀!”
老太太听了这一番话,吃这一惊非同小可,赶紧的蹀蹀躞躞跑到莺莺屋里,告诉他.

两相比较,«西厢记»中“眉黛青颦,莲脸生春,有倾国倾城之容,西子太真之颜”和“鸣锣

击鼓,呐喊摇旗”等为文言,«语言自迩集»中“长得十分好看”和“嘴里吹着喇叭,蜂拥地来了,
把那庙团团围住,围的水泄不通,口口声声要莺莺出来答话”等为白话,而“大家伙儿”、“贼头

儿”、“老太太”和“赶紧的”等则为当时口语词.二者一文一白,文言相当于古代汉语,而随口

语演变的白话则发展为很现代的书面语.

二、方言口语不一

汉语分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等几个大方言

区,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同一个词各地方言口语往往说法不一,尤其是一些常用

词.如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收录了“太阳”这个词的不同说法有７１个.
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天文类中在“太阳下山了”这一语境中,收录“太阳”
这个词在全国９３０个汉语方言点中的不同说法有５０个(其中４５个用汉字记录,５个用汉字

加音标或符号记录).去除重复,各地方言中“太阳”这个词的说法有１０３个,如日头、阳婆、
日头爷、日头公、老天爷、日老爷、日白头、日光等.这些词中的“日”曾为古代汉语口语通用

词,后成为古代汉语书面通用词,也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使用;“太阳”则是现代汉语口语通

① (元)王实甫:«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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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和书面语通用词.
方言口语不一还导致音异义同.如«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一回:“姐姐,你知我见的,将就

脓着些儿罢了,平白撑着头儿,逞什么强!”例中“脓”是方言记音字,有“勉强将就、用力凑合”
等敷衍、对付义,因各地读音不同又有记作“能”.如«红楼梦»第三十七回:“这绢包儿里头是

姑娘上日叫我作的活计,姑娘别嫌粗糙,能着用罢.”例中“能”是“敷衍、对付”义的记音字.①

值得指出的是有些词各地方言与通语的读音不一,如果不会讲或讲不好通行的口语,那
么方言与通语的不同形成音同而义异则会造成交际的误解.如清末天主教刊物«益闻录»载
有一则«不会说官话»,记平潭林姓武员“本一乡曲民”,但解土谈,不知官话.只因交情得保

今职,为百夫之长.昨自省中办公回往,见上司陈协戎,问及官场有何消息.林强作官话曰:
“抚左营恭将庄大人与长福营恭府王大人相互吊死.”其实“吊死”二字乃“调署”之误也.陈

与庄、王二人交情素密,闻林言大惊失色,推案而起,作叹息声曰‘二君才识明通,有何意外忧

而自寻短见乎?’旁人知陈意,乃代解之,陈始悉林语音之误.因当面申诉逐出署门,林亦满

面怀惭而退.”②

汉语的各大方言尽管分歧很大,但都以汉字作为汉语统一的书面语表现形式.方言区

的人遇到不认识的字,只要知道它读如某字,就可以用自己方言里该字的读音去读.某个词

语的读音虽然古今有别,各方言区的读音也不相同,但记载这个词语的汉字绝大多数写法是

一样的,这就客观上便于贯通古今,也便于各方言区的沟通和联系.正如王士元«语言变异

和语言的关系»一文所说,“汉族”不是一个具有共同遗传特征的种族概念,而是一个以文化

为基础的民族概念.因而,汉语的方言也不是一个以严格的语言特征为区分标准的结构语

言学概念,而是一个以可追溯的文化渊源为内涵的历史文化学概念.

三、书面语用词不一

文白不一和方言不一形成记载同一事件的书面语用词不一.如清末卢戆章著«一目了

然初阶»,提出了第一个拼音方案,主张把南京话的切音字作为全国“通行之正字”,③后来又

在«北京切音教科书»中提出第二个拼音方案,改用“京音官话”作为“通行国语”.④ 卢戆章

提出的两个拼音方案中都选了元代郭居敬所编«二十四孝»中«恣蚊饱血»的故事,«一目了然

初阶»用南京话,«北京切音教科书»用北京话.郭居敬所编«二十四孝»原文为:

　　晋吴猛年八岁,事亲至孝.家贫,榻无帷帐.每夏夜,蚊多攒肤.恣渠血之饱,虽
多,不驱之,恐去己而噬其亲也.爱亲之心至矣.夏夜无帷帐,蚊多不敢挥,恣渠膏血

饱,免使入亲帏.

①

②

③

④

参徐世荣«北京土语辞典»(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和陈刚等«现代北京口语词典»(语文出版１９９７
年版).

李杕等主编:«益闻录»,１８８４年第３８４号.
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文字改革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６页.
卢戆章:«北京切音教科书»,文字改革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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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为:

　　吴猛八九岁,就能晓得有孝.因为家内丧穷,所以眠床无蚊罩.至夏天之时,蚊嗄

嗄吼,伊就醒醒卧的,由在蚊咬.是惊了蚊饥,去咬伊之娘母.①

«北京切音教科书»为:

　　吴猛八九岁,就晓得孝顺爹妈.因为家里很穷苦,所以床上没有帐子.至热天的时

候,蚊子声儿哄哄响,他躺在床上,任从蚊子螫.是恐怕那些个肚子饿的慌,去螫了他的

爹妈.②

从卢戆章改写的«恣蚊饱血»,不仅可见文白的不同,如“贫—穷”、“榻—床”、“噬—咬”
等,而且还可见清末南北方言口语的不同,如“丧穷—很穷苦”、“眠床—床上”、“蚊罩—帐

子”、“夏天—热天”、“卧的—躺”、“由在—任从”、“咬—螫”、“伊—他”等.

四、字词相合表意

汉语方言口语不一,往往言语异声,或音异义同,或音同义异,而赖汉字调洽殊方,沟贯

异代,具有书同文的全民性,形成基于汉字大一统且文献记载悠久丰富的社会文化环境.
汉字是在记录汉语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汉语的特点而形成的迄今最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

的符号系统.单音成义是汉语这一单音节语的显著特征,汉字一字一词组成单音词和一字

一词素组成复音词适应了汉语的这一特点,反映了汉语字与词相适应的内部规律.汉字大

多各自成词,倾向以一个有意义的符号来记录汉语的语素或词,形音义整体通融,许多字都

是可以独用的成词语素.如山、水、大、小、上、下、人、鸟等,不单用的时候是构词成分,单用

的时候就是词.汉字的存在形式(方块形)与汉语基本词的存在形式(音节)高度的一致,意
合的特点贯穿着汉语字与词的系统.在单音词占主要地位的古代,汉字与单音词相对应,以
组合造字的方式繁衍新字;在复合词占优势的现代,汉字与语素相对应,以组合语素的方式

繁衍新词.汉语在词形上的繁化或简化,在词义上的引申或假借,都在一个独立的方块字形

的范围中进行.汉语中无论是单音词还是语素,大多是一个具有一定意义的语言单位,而汉

字作为记载其意义的符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表达其意义的语言单位.因此,我们可以说,汉
语中的“字”不仅是记录汉语的符号,而且作为中国人观念中的一个“中心主题”在某种程度

上具有第二语言的功能.
汉字一字可类推组合成许多词,如认识了“羊”,就可认出“羊毛、羊肉、羊皮、公羊、母羊”

等有关“羊”的一些词,而英语中sheep(羊)、wool(羊毛)、ram(公羊)、ewe(母羊)、goat(山
羊)、mutton(羊肉)等则无共同的词素可以模拟.威妥玛«语言自迩集»第一版序言指出,

①

②

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文字改革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２５页.
卢戆章:«北京切音教科书»,文字改革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４５~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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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是写下来的汉语词,大约有几千个.许多“字”在口语里也许永远碰不到,但学生或会在

书面语中遇到.鉴于许多音之下各有一批字,对这些字,不仅要知道它的“音”,更要知道该

音同一“声”所领“字”之间的区别以及其他同音异义的“字”.认为说汉语遇到双音或多音组

合时,说出来的“字”在其中常常扮演不同角色.① 一个汉字可以与不同的其他汉字组合成

大量的双音词,如“玉”由美石的概念义联想到美好,再由美好义交织各种社会意义,组合成

玉几、玉人、玉心、玉友、玉体、玉宇、玉洁、玉兰、翠玉、碧玉等不下６００个双音词.汉字顺应

人的思维,由已知昭示未知,以单音词为基础,以文组字而生字熟旁;又适应词义发展的需

要,由单音词充当语素搭配组合成大量双音词,以字组词而生词熟字,②适应了表达社会发

展中产生的大量新生事物和新概念的需要.

五、句法虚实变通

从类型学看,汉语属孤立型或分析型语言,没有词形的变化,单音成义的字与字组合自

如,灵活多变.如翟理斯于１９１２年出版的第二版«华英字典»序言曾说:“不可能用单纯的释

义方式将单个汉字丰富的意思讲清楚.”每个汉字“就像一只变色龙,它依据周围的环境确定

自己的颜色.”指出汉字只有在组成词或词组才能有自己确切的意思.
汉语的词是由表意的字体现的,汉语的词、短语和句子三个语言层次的构造方法基本一

致,而字在语言的词句结构中是一种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的个体,在组词成句时往往不受统一

的形式规则支配,只要字与字间意义互有关联,符合交际搭配的习惯,即可自由组合在一起.
如“气”可以和“天”组合构成“天气”;“天气”又能和“好”组合构成“天气好”、“好天气”;“气”
又可以和“象”组合构成“气象”;“气象”又能和“新”组合构成“新气象”、“气象新”等,由此逐

一递进,就可以逐次构成语言交际所需要的各级结构单位,小的可以是二字词组,大的可以

是一句句子.每个词在句中的功能依靠词序来决定,即威妥玛«语言自迩集»第一版序言所

说,“汉语无词形变化的机制”③.１９世纪来华的法国人老尼克也指出:“中文句法即使有法,
也是最模糊不清的规则.没有足够的词缀或虚词来表示单复数、词格、语态、时态,通常只能

通过词在句子中的位置来判断.同一个字词可以从名词变成动词,从动词变成副词,诸如此

类,但没有任何书面标示可以加以区分.”④美国传教士切斯特何尔康比认为汉语:“语法

非常简单,如同完全不存在.”⑤威妥玛则指出汉语语法完全不允许屈折变化占有一席之地;
汉语词的多功能性———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

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

①

②

③

④

⑤

[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１８６７年别发洋行出版;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８
页.

徐时仪:«汉语的字和词»,香港«中国语文通讯»总第５４期(２０００年).
[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１８６７年别发洋行出版;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７

页.
[法]老尼克:«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钱林森、蔡宏宁译,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

１６１页.
[美]切斯特何尔康比:«中国人的德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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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汉

语通过词语的句法处理,几乎全部保持了词语在别处整体或独立运用的能力.① 即汉语的

词多由表意的成分连接而成,语法关系则由词序和虚词来表达,而不是通过词干本身的变化

或各种词缀来表达.
汉语词语单位的大小和性质往往无一定之规,有常有变,可常可变,可以随上下文的声

气、逻辑环境而自由运用,语素粒子的随意碰撞可以组成丰富的词汇,词组块的随意堆叠、包
孕,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句子格局.因而汉语中词素、词、词组三者的界限有时很难区分,汉
语的语法关系常常要靠读者或听者自己去领会,尤其在表示动作和事物的关系上,几乎全赖

意会,不靠言传.② 吕叔湘曾说:“说真的,假如有人说出一些词来问我们,哪些是名词,哪些

是动词,咱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是首先想到它能不能用在这个格式的这个位置上,那个

格式的那个位置上,前头能加那些字,后头能加那些字,等等一切,还是先想它的意义? 别位

的情形我不能胡猜,我自己,不怕见笑,第一个反应是意义.”③威妥玛在«语言自迩集»第八

章«词类章»讨论语法时也指出汉语单字统分“虚”、“实”两大宗,还有“死”、“活”之分,“大有

随同随势、能够互相变通的理”.④ 汉语语句的理解机制主要是词语意义相互搭配而引发的

一种意合作用,故文如行云流水,意蕴丰富,音律和谐,循语意而成文,往往多用对偶,且容易

形成对偶.汉语表达上的灵活性和能动性主要表现在词语分合伸缩的弹性上.鲁迅曾说

“做中国文其实是很不容易‘通’的,高手如太史公司马迁,倘将他的文章推敲起来,无论从文

字、文法修辞的任何一种立场去看,都可以发现‘不通’的处所.”尽管这样,一千多年来人们

照样能读懂它,这正是由于它能使人从意合角度去理解的缘故.如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全首小令只用了

两个动词,其余全部是名词.前三句全由名词组成,没有一个连词.理解这首小令要从整体

上去意合,从句法、语义、语境三个方面协调联系,融会贯通句意,才能体会这一幅小桥流水

的美丽山村景色,夕阳晚照,西风萧瑟,令人产生一种缠绵悲凉的情调.
西学东渐后,“汉语的句子结构在严密化之一点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基本要求是:主谓

分明,脉络清楚,每一个词、每一个词组、每一个谓语形式、每一个句子形式在句中的职务和

作用都经得起分析”⑤.然而即使现代汉语受到欧化的影响,“从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看,
古今语法还是同多异少”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１８６７年别发洋行出版;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９
页.

徐时仪:«动宾? 动补? 虚化? ———汉语特殊动宾关系探论»,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５５期(１９９８
年).

吕叔湘:«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问题»,«中国语文»１９５４年第９期.
[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１８６７年别发洋行出版;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０３

~４０５页.
王力:«汉语史稿»,«王力文集»第九卷,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５３页.
孙德金:«现代书面汉语中的文言语法成分研究»,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８页.



厦大中文学报 JournalofChineseStudies,XiamenUniversity

４４　　　 ２０１５年４月第二辑

六、文白雅俗方言口语交融共存

汉语的古今演变既有不同时间历时层面上的纵向传承,又有同一时间共时平面上的横

向影响,形成一个开放的多元异质系统,具有文白雅俗方言口语交融共存的特征.至于何为

文,何为白,何为通语,何为方言,何为雅,何为俗等,其有一致处,又有不一致处,而语言的演

变是活的,生长的,连续一贯的,文白雅俗方言口语也在互相渗透吸纳的动态变化中互有转

化,一方面是口语成分被吸纳到书面语中,另一方面书面语成分有时也会被口语采用,不仅

存在“言语意义←→语言意义”的动态演变,而且也是“口语语辞←→书面语文辞”的不断转

化过程,文言与白话、通语与方言、书面语与口语之间互有交叉,只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表现

形式,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彼此间有共同的基础而区别则是局部的,构成了威妥玛所说连

最高级的学者都解释不过来的多种形态.如鲁迅«祝福»中祥林嫂问:“一个人死了以后,究
竟有没有魂灵的?”鲁迅还曾把果戈理的小说译作«死魂灵».“魂灵”是吴方言,而通语是“灵
魂”.又如茅盾«子夜»:“这次伤的人,光景不少.”例中“光景”是浙北乌镇一带的方言,通语

是“大概”.鲁迅和茅盾的著作可以说是现代白话文的典范,而胡适认作“中国白话文的标准

教材”的«今古奇观»、«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和«儿女英雄传»等不仅有大量方言俗

语,①而且也有承传先秦以来的文言雅语.如«红楼梦»中既有文言词“负暄”、“针黹”,又有

白话口语词“晒日阳儿”、“针线”;既有通语词“客人”、“下流”等,又有方言词“人客”、“下作”
和“促狭、边派、待见、寻趁、尺寸、地方”等,其中“人客、下作、促狭”是吴方言词,“边派、待见、
寻趁、尺寸、地方”是北京方言词;而表“妻子”义的词则既有通语“妻、妻子”,又有方俗口语

“媳妇、女人、老婆”,还有文言雅语“夫人、娘子、贱荆、贱内、内人”等,从中可见汉语文白雅俗

方言口语交融共存特征之一斑.
就汉语词汇的古今演变而言,既有传统的雅言旧词和仿古的文言成分,如“饮、食、衣、

父、母、晨、旦、早、惧、惮、怖、怯、揣、度、料、欺、愚、很戾、稽首、封疆”等,而“憺怕、容易、顾兔、
折桂、作伐、云雨、桑梓、期颐、学习、客气、关心、风骚”等“现在用到的复合词的词义,无论是

在口语还是书面语中,经常是按照它在经典著作中第一次出现时的原文,或是后世历史学家

和作家以自己的方式引用时的原文才能得到其词义”.“按照这个多音节合成词的构成成分

进行理解,则常常被误导”;②又有大量的方俗口语新词不断产生,如表示旅费义的“裹足”,
表示瞎扯义的“浪舌”,称风流蕴藉的“角”,称笨拙恶劣的“村”,称妻子的“浑家”等.既有单

音词的文白兴替,如畏—怕,窃—偷,食—吃,饮—喝,视—看,呼—叫,立—站,负—背,欲—
要,物—东西,母—娘、妈等;又有已有单音词为后起复合词或短语所取代,如疆—边疆,文—
文字,翼—翅膀,膝—膝盖,道、路—道路,狭、窄—狭窄,骘—公马,叶—树叶,怕—害怕,怒—
发怒、生气等;还有方言与通语的共存,如食—吃,面孔—脸,该应—应该,魂灵—灵魂,怕人、
吓人—令人害怕,晓得—知道,眼下—现在,娃、嵬、伢、囡—孩子、小孩,便当—方便等.既有

①

②

胡适:«活的语言活的文学»,«胡适全集»第１２卷,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５０页.
[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１８６７年别发洋行出版;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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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音节凝固为单音词或复合词,如切中肯綮—中肯(肯綮),杀青竹—杀青,象牙装饰的床—
牙床,剪断彩绸—剪彩,电风扇—电扇、风扇,自己学习—自习、自学,学校学习的经历—学

历,指导教师—导师等,又有由篇章或句凝固为成语和习语俗谚,如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

冠—瓜田李下,冷灰里豆爆—冷灰豆爆,太山之压鸡卵—太山压卵等.其中衣、父、母、晨、
旦、畏、惧、惮、怖、怯、窃、视、呼、立、负、欲、物、揣、度、料、翼、愚、叶、怒、很戾、稽首、封疆、憺
怕、顾兔、折桂、作伐、云雨、桑梓、期颐、风骚、裹足、道路等多用于书面语;怕、偷、吃、喝、看、
叫、站、背、要、东西、娘、妈、学习、容易、客气、关心、应该、灵魂、边疆、文字、翅膀、膝盖、公马、
树叶、发怒、生气、孩子、小孩、中肯、杀青、牙床、剪彩、风扇、自习、自学、学历、导师、瓜田李

下、冷灰豆爆、太山压卵等既用于口语也用于书面语;路、狭、娃、嵬、伢、囡、面孔、该应、魂灵、
怕人、吓人、晓得、眼下、便当等多用于方言口语;食、饮是用于书面语的文言词,又是粤方言

口语词.疆—边疆,文—文字,翼—翅膀,膝—膝盖,骘—公马,叶—树叶,怒—发怒、生气等

可以说是文言的白话化,切中肯綮—中肯(肯綮),杀青竹—杀青,象牙装饰的床—牙床,剪断

彩绸—剪彩,电风扇—电扇、风扇,自己学习—自习、自学,学校学习的经历—学历,指导教

师—导师,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瓜田李下,冷灰里豆爆—冷灰豆爆,太山之压鸡卵—太

山压卵等可以说是白话的文言化.在结构和韵律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古时已有的单音词

与后起复合词往往共时并存,一个词的单音节形式与双音节形式可以根据交际的需要而自

由使用,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如学—学习,美—美丽,舞—舞蹈,真—真实,现代汉语中可以

说学汉语、心灵美、跳集体舞、这是真的,也可以说学习汉语、美丽心灵、学舞蹈、这是真实的,
从而形成汉语词汇古今文白相互转换通融和相互制约补益的自组织机制.

汉语虽言与言不一,言与文不一,导致文白不一,口语书面语不一,但又有通行的口语和

书面语,即先秦的“雅言”和清末的“官话”以及现在的普通话.① 沈乐洙«燕行日乘»曾说:
“即举中国而言,河南为天下之中,语音皆中声.若在闽广,偏于极南,使采其土音,即中国之

人犹不能解之,况异域耶? 然而闽广人舍其土音而学为官话,又未尝不可解.”②威妥玛«语
言自迩集»第一版序言也指出:“某些标准是必需的.几乎所有外国人说起汉语口语时,可能

都会留意到其中的一种,即所谓‘theMandarinDialect’.这就是‘官话(kuanhua)’;严格说

来,应译作‘官府口头语言(theorallanguageofGovernment)’.”“‘官话’作为口语媒介,不
只是属于官吏和知识阶层,而且属于近五分之四的帝国民众.在如此辽阔的地域,伴随它的

必是多种多样的方言(Dialects).”其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服务的初学者,用不了多久就

会发现,他正在学习的语言恰是帝国政府主要官员所说的话.同时,他的老师、仆人,他所接

触的十之八九的人,都很自然地讲这种话.最后,不论是不是事实,据说北京话的特征正逐

渐渗入官话通行区域的所有各地方言.学生可以放心,如果讲好了北京话,他跟任何讲官话

①

②

１９０６年朱文熊«江苏新字母»一书最早提出了“普通话”即各省通行之话这一名称(文字改革出版

社１９５７年版),１９３４年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认为大众语为“一国全民族大多数的人同时彼此都能听得

懂、说得出的普通话”(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版).１９５５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了汉语

规范化的标准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

通话”,赋予了“普通话”的标准语地位.(«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

版.)
[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东国大学出版部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７册第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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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地人之间,相互理解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只要对方的方言不是明显地偏离标准.”①通行

的口语和书面语中各地方言都通用的词以及大家都遵守的标准奠定了汉语经秦汉传承至今

的基础,又借书同文的汉字调洽殊方,沟贯异代,字词虚实相合变通以表意立言,“因字而生

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②.汉语在由古至今的发展中有变,有不变,有变化大的,有变

化小的,而为什么变,怎样变,为什么这样变而不那样变则既有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又有不

同文化和不同阶层的人们使用同一种语言求雅兼从俗的价值取向,③涉及语言←→人←→
客观世界的错综复杂的关联,大致上体现了文白雅俗方言口语新旧质素随势交融共存的弹

性特征,形成了承古所有而又随着口语变化而发展的现代汉语.④

OntheCharacteristicsofChinese

XuShiＧyi
(ClassicalDocumentsInstituteofShanghaiNormalUniversity,Shanghai２００２３４)

　 　 Abstract:Chinese havedifferencesboth aroundthe wordsand wordsinthe
developmentfromancienttomodern,andinspeechandwriting．Thewrittenwordsare
neitheridentical,butareoftensynonymousorsound,orsoundwithmeaning,paying
attentiontosense,andsyntaxandflexible,multiheterogeneoussystemtoformanopen,

involvinglanguage←→ man←→objectiveworldperplexingassociation,whichhasthe
featureofthepopulardialectofoldandnewelementsblend．

Keywords:Chinese,characteristics

(学术编辑:许彬彬)

徐时仪,男,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①

②

③

④

[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１８６７年别发洋行出版;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４
页.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章句»,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

２７４页.
徐时仪:«论汉语文白演变雅俗相融的价值取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徐时仪:«汉语白话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４３２~４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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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林丹娅

　　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切,宛如巨大宝藏,有关学者,孜孜矻矻,挖山不

止,在为人们挖掘沉在地表下的文史真相、显露风骚独具的思辨风采的同时,也

在不断增加其学术研究的深厚度与伸展度.孙绍振教授之«西方文学理论的危

机和文学文本解读学的建构»一文,是建构在他持之累年的对西方文论在中国

实践的观察与思考上,阐析并指出西方文论因其自身缺陷而导致解读文学文本

的低效与无效,从而提出并设计以中国文论为基础的文学解读学.１９８１年孙教

授曾以«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引起广泛争议及获得随后而来的学术声誉,
今次«建构»一文的完整刊出,亦盼能启引众方家之争鸣,以奏批评之实效.黄

健教授的论文,把“五四”新文学置放在五四新文化语境中进行解读与观照,对

其产生的成因和文化意义进行独具心得的分析,为“五四”新文学的合理合法

性、中心位置论等提供学理性辨识;反之此论证也是对“五四”新文学文化意义

的新发掘.陈子善教授的论文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对«新月»与«论语»二刊,
进行详细的爬梳评析,充分呈现当年«新月»所起的汇萃人文之功和«论语»所倡

导的幽默意义之所在,认为它们的出现体现了现代文学的多样化与多元化,同

时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版图,从而为二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进行重新定位.
龚明德教授的论文从第一手资料入手,结合不同的版本,对著名作家梁实秋的

散文名篇«雅舍小品»进行比较性研究与探查,发现并订正其误植之处,使之以

准确面目存世,此细活实为终止许多以讹传讹之本的大功业,足可作为类似研

究的范例.王光明教授的论文放眼新诗研究６０多年的历史,对其进行系统性考

察和宏观性梳理,在深刻认识与总结新诗研究的经验与特质上,特别提出对其

治史要探索有别于一般文学史的研究理路与叙述方法.王晓平教授的论文注

意到近年来少有的两部以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作为刻画对象的电影,在肯定其在

历史叙述上有所突破的同时,也注意到导演作为知识分子的视角所带来的相关

问题,并从中生发出一个足以令人警醒的论断.这六篇论文,各擅其长,各专其

论,精到精辟,而今集束于此,明珠映骨,若能启人学问,发人深究,正是本举之

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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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理论的危机和文学文本解读学的建构

孙绍振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要:对文学文本解读的低效或无效,正威胁着文学理论的合法性.西方文论往往追求

哲学的普遍性,以高度抽象甚至超验的演绎牺牲文学文本的独特性.传统哲学主客二元对

立统一的思维模式,无法对应文学文本由主体、客体和形式构成的三维结构.西方文论之

失,还在于方法上以定义、观念的谱系为纲,其极端者甚至以文学不可定义否定文学的存在.
解决文学文本解读有效性的关键在于,揭示文学文本是由表层的意象、中层的意脉和深层的

规范形式构成的立体结构.保证审美价值最大限度升值的是规范形式.规范形式与原生形

式有异,经典作品常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对规范形式形成冲击,并使其更加丰富.文学文本解

读的任务,是借助多层次的具体分析,把文学理论在普遍抽象的过程中牺牲了的特殊性、唯

一性的精致密码还原出来,达到最大限度的有效性.
关键词:文学文本;解读学;三维结构

文学理论对文学文本解读的低效和无效,威胁着文学理论的合法性,这不但是中国,而
且是世界性的现象.早在二十个世纪中叶韦勒克和沃伦就在他们著名的«文学理论»中宣

告:“多数学者在遇到要对文学作品作实际分析和评价时,便会陷入一种令人吃惊的、一筹莫

展的境地.”①此后五十年,西方文论走马灯似的更新,形势并未改观,以至李欧梵先生在“全
球文艺理论二十一世纪论坛”的演讲中勇敢地提出:西方文论流派纷纭,本为攻打文本而来,
其旗号纷飞,各擅其胜: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读者反应,更有西马、新批评、新历史主

义、女性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各路人马“在城堡前混战起来,各露其招,互相残杀,人仰马翻”,
“待尘埃落定后,众英雄(雌)不禁大失惊,文本城堡竟然屹立无恙,理论破而城堡在”②.

李先生的意思很清楚,检验理论的根本准则就是解读文本,理论旗号翻新,流派纷纭,文
学文本的解读却毫无进展,“理论破而城堡在”,理论已经为解读实践所证伪.但是,文学理

论家们似乎无动于衷,拒绝反思,依旧热衷于理论轮番更新.其结果是,文学理论越是发达,
越是与文学的审美阅读赏心悦目、惊心动魄的经验为敌,文学文本往往被理论弄得语言无味

①

②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５５~１５６页.
李欧梵:«世纪末的反思»,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７４~２７５页.其实,李先生此言,也似有

偏激之处.西方大师也有致力于经典文本分析者.德里达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卡夫卡的«在法的门

前»,罗兰巴特论«追忆似水年华»、«萨拉辛»,德曼论卢梭的«忏悔录»,米勒评«德伯家的苔丝»,布鲁姆

评博尔赫斯等等,但他们微观的细读往往指向宏观的角度演绎出理论,比如德里达用二万多字的篇幅论卡

夫卡仅有八百来字的«在法的门前»,解读象征寓言的同时从文类、文学与法律等宏观方面做了超验的演

绎,进行后结构主义的延异书写.其主旨不在文学文本个案审美的唯一性.



厦大中文学报 JournalofChineseStudies,XiamenUniversity

５０　　　 ２０１５年４月第二辑

面目可憎.

一、文学理论的危机与文学文本解读学的呼唤

李先生只提出了严峻的问题,并未分析造成此等后果的原因.探究其深层的原因,对于

自觉建构文学文本解读学是十分必要的.
应该清醒地看到,像任何辉煌成就的文论中必然隐含着它走向衰败的内因一样,西方文

论高度成就中也深深地潜藏着走向反面的隐患.首先,是观念方面的超验倾向与文学的经

验性的矛盾,其次,这种超验观念的消极性,为他们所擅长的逻辑上偏重演绎,忽视经验的归

纳,未能像自然科学理论中那样保持二者在方法上的“必要的张力”而加剧了.最后,对此等

局限缺乏自觉,导致二十世纪后期西方文学理论否定文学存在有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
这一切的历史根源乃是西方文学理论长期美学化、哲学化的倾向.这一点早在１９２０

年,年轻的宗白华先生就在«美学与艺术略谈»就指出了:

　　以前的美学大都是附属于一个哲学家的哲学系统内,他里面“美”的概念是个形而

上学的概念,是从那个哲学家的宇宙观念里面分析演绎出来.①

西方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在其源头上就有柏拉图的超验的最高“理念”(或译“理
式”),虽然其后亚里士多德倾向于经验之美,但是,西方文化源远流长的宗教超验(超越世

俗、经验、自然)传统使得美学超验性跨越启蒙主义美学贯穿到二十世纪.从早期奥古斯丁

到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里将柏拉图超验的理念打上了神学的烙印.“一切经验之美的

最大价值就是作为超验之美———上帝的象征.”最高的美就是上帝.当然,中世纪的神学美

学,也不完全是消极的,有其一定积极意义,至少是脱离了自然哲学的束缚,以神学方式完善

和展现自己.神学不过是被扭曲和夸大的人学,或以异化形式展现出来的人学,体现在美学

上,就是把超越了自然的上帝,或叫人类总体,当作思维总体,由这个主体出发去探求美的起

源和归宿.这种美学的许多范畴,如本体意识、创造意识、静观意识、回归意识大都为近现代

美学所继承.②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虽然神学美学在文艺复兴强调经验之美的启蒙主义思

潮中被冷落,但是在西方近代美学的奠基者康德的学说中,经验性质的情感审美与宗教式的

超验之善,仍然在更高层次中结合.德国古典哲学浓郁的超验的神学话语和以审美或艺术

代替宗教的倾向,也曾遭到费尔马哈和施来马赫感性实践理念的批判,还有克尔凯郭尔的论

证说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反拨,但是,康德式的超验的哲学美学思辨,仍然是

西方文学理论的主流形态.虽然超验美学在灵魂的救赎上至今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但
是,超验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普遍追求,对于文学理论却带来致命的后果,卡西尔曾经对之发

①

②

宗白华:«美学与艺术略谈»,原载于«时事新报学灯»,１９２０年３月１０日.收入宗白华:«美学与

意境»,凤凰出版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４页.
阎国忠:«超验之美与人的救赎»,«学术月刊»２００５年第５期.又见阎国忠:«美是上帝的名字:中

世纪神学美学»第二章,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７９~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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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样的反讽:“思辨的观点是一种非常迷惑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好像通过这种方法,
我们不仅有了艺术的形而上的合法根据,而且似乎还有神化的艺术,艺术成了‘绝对’或者神

的最高显现之一.”①

西方文学理论这种美学、形而上学、超验的追求,实际上使得文学文本解读与哲学的矛

盾激化了.第一,哲学以高度概括为务,追求涵盖面的最大化,在殊相中求共相,而文学文本

却以个案的特殊性、唯一性为生命,解读文本旨在普遍的共同中求不同,普遍中求特殊.文

学理论的概括和抽象,却以牺牲特殊性为必要代价,其普遍性原理中并不包含文本的特殊

性.由于演绎法的局限(特殊的结论已包含在周延的大前提中),不可能推演出文本的特殊

性、唯一性.第二,这种矛盾在当代变得更加尖锐,乃是由于当代西方前卫文论执着于意识

形态,追求文学、文化和历史等的共同性,而不是把文学的审美(包括审丑、审智)特性作为探

索的目标.解读当然要关注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是理性的,而文学文本的核心却在情

感的审美,离开了文学个案的审美特征,把文本当作理论的例证,看到的只能是抽象的意识

形态.即使是较为强调文学“内部”特殊性的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和苏珊朗格的«情
感与形式»,也囿于西方学术传统而热衷于往哲学方面发展.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
开宗明义坦然宣告:她的著作“不建立趣味的标准”,也“无助于任何人建立艺术观念”,“不去

教会他如何运用艺术中介去实现它”.所有文学的“准则和规律”,在她看来,“均非哲学家分

内之事”.

　　哲学家的职责在于澄清和形成概念给出明确的、完整的含义.②

而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恰恰与此相反,要向形而下方面还原.第三,长期以来,西方文

学理论家似未意识到文学理论的哲学化与文学形象的矛盾,因为哲学在思维结构和范畴上

与文学有所差异.不管什么流派,传统哲学都不外是二元对立统一的两极线性思维模式(主
观与客观、反映与表现、自由与必然、形式与内容、道与器等),前卫哲学如解构主义,则是一

种反向的二元线性思维;文学文本则是主观、客观和规范形式的三维结构.哲学思维中的主

观与客观只能统一于理性的真或实用的善,而非审美.而文学文本的主观、客观统一于模范

形式的三维结构,其功能大于三者之和,则能保证其统一于审美.③ 二维的两极思维与三维

的艺术思维凿枘难通,文学理论与审美阅读经验为敌,遂为顽症.哲学思维是没有形式范畴

的.而文学形象的三维结构中的规范形式,不但不是被内容决定的,而是可以征服、预期、衍
生内容的,在千百年反复运用中进化积累的,因而成为主观和客观统一于审美经验积淀的载

体.
文本解读的无效和低效不完全是理论家的弱智,而是人们对文学理论寄于它所不能承

载的期待.文学文本解读和文学理论虽然有联系,但是,也有重大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

①

②

③

[德]卡西尔:«语言艺术»,张法译,载刘晓枫选编:«德语美学文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版,第４００页.

[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２页.
文学形象的三维结构,最初由我在«形象的三维结构和作家的内在自由»提出,载«文学评论»１９８５

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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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乃是一门学科的两个分支.
文学作品的生命,在于其唯一性、独一无二性.但是,前卫文学理论,对此视而不见.它

们所关注的,其极端者实际上变成了哲学的附庸.在他们看来,与其把文学叫作文学不如叫

作哲学:乔纳森卡勒说:“对某一哲学作品的最真实的哲学读解,应是把该作品当作文学,
当作一种虚构的修辞学构造物,其成分和秩序是由种种本文的强制要求所决定的.反之,对
文学作品的最有力的和适宜的读解,或许是把作品看成各种哲学姿态,从作品对待支持着它

们的各种哲学对立的方式中抽取出涵意来.”①以哲学家自豪的倾向,不但在前卫文学理论

如此,就是以追求文学艺术特殊性为务的符号学理论家中,也未能免俗.
从方法来说,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从概念(定义)出发,沉迷于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越

是向抽象的高度、广度升华,越是形而上,与文学文本距离越远,越被认为有学术价值.对这

样的文学理论,根本就不该指望其具有文学文本解读的功能.文学文本解读追求对审美的

感染力,文本的特殊性、唯一性、不可重复性的阐释.它所需要的与文学理论恰恰相反,越是

具体、特殊,越是往形而下的特性方面还原,越是具有阐释的有效性.
这只能说明,文学理论和文学解读学,是两路工夫,具有不尽相同的规律,不同的学问.

文学理论与文学文本解读学,应该在这里分化.文学理论与审美阅读经验为敌,成为千年的

痼疾,归根到底原因有两个,第一,文学理论不但脱离了文本解读学,而且脱离了文学创作

论.苏联的季莫菲耶夫,美国的韦勒克、沃伦都把文学理论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文学理论,
第二是文学批评,第三是文学史,这当然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所有这三个部分的基础应该是文学创作论.文学理论基础只能是文学创作实践.
创作实践不但是文学理论的来源,而且应该是检验文学理论的标准.创作实践,尤其是经典

文本的创作实践是一个过程,艺术的深邃奥秘并不存在于经典显性的表层,而是在反复提炼

的过程中.过程决定结果,决定性质和功能,高于结果,一切事物的性质在结果中显现的是

很表面的,很片面的,而在其生成的过程中则是很深刻的,很全面的.最终成果对其生成过

程是一种遮蔽,正如水果对其从种子、枝芽、花朵生长过程具有遮蔽性一样,这在自然、社会、
思想、文学中是普遍规律.对于文学来说,文本生成以后,其生成机制,其艺术奥秘蜕化为隐

性的、潜在的密码.从隐秘的生成过程中去探寻艺术的奥秘,是进入有效解读之门.如«三
国演义»中的“草船借箭”,其原生素材在«三国志»里是孙权之船中箭,到«三国志平话»里是

周瑜之船中箭,二者都是孤立地表现孙权和周瑜化险为夷的机智,从范畴上二者还属于实用

理性.到了«三国演义»中变成“孔明借箭”,并增加了三个要素:盟友周瑜对盟友孔明的多智

的多妒;孔明算准三天以后有大雾;孔明拿准曹操多疑,不敢出战,必以箭射住阵脚.这就构

成了诸葛亮的多智,是被周瑜的多妒逼出来的,而诸葛亮本来有点冒险主义的多智,因为曹

操的多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三者心理的循环错位,把本来是理性的斗智,变成了情感争胜

的斗气,于是多妒的更多妒,多智的更多智,多疑的更多疑,最后多妒的认识到自己智不如人

就不想活了,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悲鸣.情感三角的较量,被置于军事三角上.实用价

值由此升华为审美经典.这样的伟大经典,历经一代又一代作者的不断汰洗、提炼,耗费了

不下千年的时间.这一切奥秘,全在于文本潜在的特殊性,无论用何种文艺理论的普遍性直

① [美]乔纳森卡勒尔:«论解构:结构主义以后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见理查罗蒂:«自然与哲学之

镜»,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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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演绎,只能是缘木求鱼.
文学理论的第二个实践基础,就是读者的文本解读.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功能最终只有

在读者阅读过程中实现.文学解读是以个案为前提的,它关注的生成的过程,不是类别的,
而是个案的.由于文学作品的感性特征,在阅读中,往往给读者一望而知的感觉,但是,这常

常是表层结构,其深层密码,并不是一望而知的,而是一望无知,甚至再望也仍然无知的.因

而是须要解读的,解读就是深层解析、解密.要把潜在的密码由隐性变为显性,化为有序的

话语,是须要微观的原创性的,这恰恰是文学文本解读学的核心.这是一种相当艰深的专

业,有时个人毕生的精力是不够的,往往要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把自己的智慧奉献上经典文本

解读的历史祭坛.正是因为这样,才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说不尽的«红楼梦»,说不尽的普

希金,说不尽的鲁迅.
理论的基础和检验的准则来自于实践,理想的文学理论,应该是在创作实践和阅读实践

的基础上,作逻辑的和历史的提升.然而,当前的文学理论,不从创作和解读中寻求建构的

基础,而是偏执于把文学理论当作一种知识的谱系,从知识谱系中建立理论,由于知识谱系

相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经验的不完全性以及其抽象的普遍性与文本的无限丰富和特殊

性存在永恒的矛盾,因而,造成理论的架空.理论家们大都为学院派,缺乏创作才能和起码

的创作体验已经是先天不足,对文学创作论的漠视,使其基础更加薄弱.本来,这种缺失,可
以文学文本个案的海量解读弥补,但是,学院派培养理论家的途径,却不是对经典文学文本

的大量的、系统的解读,而是把最大限度的精力奉献给五花八门的文学理论(知识谱系)的梳

理.这些理论家的本钱,恰如苏珊朗格所说只有“明晰”和“完整”的概念.他们擅长的方法

也就是逻辑的演绎和形而上学的提升.这就造成了一种偏颇:文学理论以脱离文学创作经

验,无能解读文本为荣.这种超验为特点的文学理论在全世界批量生产出所谓文学理论家

(学者、教授、博士),这些人对文学审美规律一窍不通,是必然的,在不少权威那里,还有不可

救药的性质.
在创作和阅读两个方面脱离了实践经验,就不能不在创作论和解读学的社会和教学的

迫切需求面前闭目塞听,就不能不以形而上学的概念到概念的空中盘旋为能事,文学理论因

而成为某种神圣的封闭体系.在不得不解读文本之时,以文学理论代替文学解读学,以哲学

化的普遍性直接代入文学文本特殊性.这就导致了两种倾向,第一,只看到客观现实、意识

形态和文学作品之间的直线联系,抹煞文学的审美价值和作家特殊个性;第二,以作家论代

替文本个案分析,只看到作家个性与作品的线性因果,无视每一个作品只能是作家精神和艺

术追求的一个侧面,一个层次,甚至是一次电光火石般的心灵的升华,一度对形式、对艺术语

言的探险.
其实,就作家在作品中的形象而言,和生活中的自我相比,是艺术化了的,并不等同于日

常相对稳定的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如其人,风格就是人这样的现成说法是片面的.就

是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也是不完全的.因为个案文本只是作家的这一次,这一刻,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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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那.庞德给意象下的定义是“在一刹那的时间里表现出一个理智和情绪复合物的东

西”①.不管是我国的绝句,还是日本的俳句,都表现情感的刹那,但是,我国绝句更以刹那

的情绪转换见长.
朱自清在浙江春晖中学有过一次演讲,讲他的人生观,其实也是讲他的文学创作观:

　　古尔孟曾以葡萄喻人生,说早晨还酸,傍晚又太熟了,最可口的是下午时摘下的.
这正午的一刹那,是最可爱的一刹那,便是现在.事情已过,追想是无用的,事情未来,
预想也是无用的;只有在事情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捉它发展它,改正它,补充它,使
它健全、谐和,成为完满的一段落,一历程.②

所谓刹那主义就是从生命每一刹那间中均获得意趣,这种刹那的价值,就是心灵的审美

价值.这一点不但对理解朱自清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文学的审美解读有重大价值.在这一

点上掉以轻心,往往就造成大而化之不着边际的所谓“艺术分析”.明确这一点在文学解读

中,对于文学解读学与作家论的区别极其关键.一位权威教授分析卢纶«塞下曲»“月黑雁飞

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说明其好处在于“只写了准备出击的,究竟出击

了没有,追上了敌人没有,统统略去了”.“艰苦的战斗环境,肃穆的战斗氛围和将士们的英

雄气概,都被烘托出来了.神龙见首不见尾,尾在云中,若隐若现,更有不尽的意味和无穷的

魅力.”③总之,诗的好处,就是只写了前因,没有写结果.但是,该教授文章前面明确说,因
果关系的连续性是情感性质的.而这里的有因无果,却不是情感的,而是事件的,只有“准备

出击”,省去了的也只是事件的结果(“究竟出击了没有,追上了敌人没有”).其实,诗的精彩

在于由事件引起了双重的情感刹那因果.首先是,发现敌人在遁逃,这是个结果,原因是什

么呢? 深夜,雁是不会飞的,月黑,就是飞也不可能看到的,月黑之夜,有高飞的雁,只能是惊

雁发出了声音,刹那发觉敌人在遁逃.其次,出发时胜利很有把握,以为只以“轻骑”相逐,胜
券尽在握中.但是,情绪突然转换.大雪居然积满了面积不大的兵器.外部环境,特别是征

途上的积雪,轻骑可能就轻松不起来了.从轻松感到不轻松,心情刹那瞬间的转换,尽在潜

在的意脉之中.就算是“英雄气概”,也是英雄心灵的刹那的震颤.表现这种刹那的震颤就

是绝句的优长,而且是许多古典诗歌或古典色彩的诗歌的精致之笔.如韩愈的“草色遥看近

却无”,李清照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又如郑愁予的“我哒哒的马蹄是

个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对于通常人来说,这些微妙的瞬息即逝的感知是

既没有实用价值,又没有认识价值的,然而诗却把它们紧紧抓住,当作心灵的珍宝,使之成为

诗,而解读就是要把这种刹那性从诗人的全部整体性感知中分析出来,揭示其构成诗歌杰作

的唯一性.

①

②

③

彼德琼斯:«意象派诗选»,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５页、第１０页.庞德并不绝对地

反对情感,只是坚持情感不能直接抒情,情感和智性浑然一体.故他在«严肃的艺术家»中对于诗与散文的

区别这样说:“在诗里,是理智受到了某种东西的感动.在散文里,是理智找到了它要观察的东西.”(杨匡

汉、刘福春编:«现代西方诗论»,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４~５５页.)
«春晖»第１３期,１９２４年５月１５日,未收集.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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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就是相当重视文本独异性的学者,也往往满足于以作家论代替文本分析.如鲁

迅自述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表现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只是总体意义上的共性,每一

篇作品的特殊性才是解读的目标.用之解读«社戏»中对乡民善良、诗意的赞美,就文不对

题;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解读«阿长与山海经»也不完全贴切,因为文中另有“欣其善良”
的抒情,最后还对她有所赞美.因而从文学文本解读学来说,就还要加上“欣其善良”才比较

适当.
在文学作品中,作家的自我并不是封闭的、静态的,而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文体、流

派、风格以变奏的形式处于动态之中.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的我,并不是“平常的我”,他
明白无误地宣言,那是“超出了平常的自己”,这个自我,是超越了伦理的、责任的压力,享受

到校园中散心的“独处的妙处”,那是只有半个小时左右的“自由”的自我.等到回到家中,看
到熟睡的妻儿,则又恢复了平常的自我.有时文学作品中的自我,还是复合的,既是回忆中

当年的自我,又是正在写作时的自我.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的我,并不完全是童年的鲁

迅,同时又是中年的鲁迅以宽容的心态看待长妈妈讲说太平军荒诞的故事,鲁迅以自我调

侃,故作蠢言,说她有“伟大的神力”,对她有“空前的敬意”,这种幽默的谐趣是中年的,但又

以童年的感知表现.有时,作家完全有自由,作自我的虚拟,如刘亮程本是农村的农机员,在
“一个人的村庄”中却虚拟自我作为一个农民,不管春种秋收,只管对虫子、家畜等作自由的

遐想.更不可忽略的是,同样的作家在不同文体中有不同的表现.在追求形而上的诗歌中,
李白是藐视权贵的,而在形而下的散文中,李白恰恰是“遍干诸侯,历抵卿相”为荣的.① 正

是因为这样,文学文本解读学,不但应该超越普遍的文学理论,而且应该超越文学批评中的

作家论.在作家论看来,对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用了二十个“也”结束陈述句,可以略而不

计,但是,文学文本解读学,对这个可能造成单调的奇险的语气词,如果不加解读,就是没有

抓住其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艺术价值.
以文学理论和作家论的普遍观念和演绎方法去解读文学文本,导致了世界性的无效和

低效,其根源乃是文学理论本身美学哲学霸权遮蔽了文学解读学的建构.
追求普遍性迫使文学理论不能不以牺牲特殊性为前提,这是理论抽象化的必要的代价,

从根本上说,理论的抽象,越是普遍,涵盖面越是广泛,越有价值.然而,从逻辑学来说,理论

越是普遍,其外延越是扩大,而内涵则相应缩减.而文学文本越是特殊,其外延递减,内涵则

相应递增.不可回避的悖论是,对文本个案而言,以独一无二、不可重复为生命,但是,作为

理论,乃是无数唯一性的概括.无数的唯一性,就其概括性而言,乃是其共性,而共性,就是

对文本唯一性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说,二者是不相容的.理论的独特性,只能是抽象的独特

性,并不是具体的唯一性.个案的唯一性,与理论概括的“独特性”乃是永恒的矛盾.当然,
这并不是文学解读学特有的悖论,而是一切理论都可能存在的矛盾.但是,一切理论,并不

要求还原到唯一的对象上去,对于万有引力,并不要求回到传说中牛顿所看到的苹果上去,
对氧气的助燃性质,也不用还原到拉瓦锡的实验中去.就是马克思在经济学中对商品这样

的基本范畴的还原,也不用追溯到某一件具体的货物中去,社会调查,解剖麻雀,MBA课程

中的个案,也着眼一切麻雀和个案的共同性.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取英国的数据,

① «李太白全集»第３册,中华书局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２５１页.原文为“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

章,历抵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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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出的结论也同样符合德国,因为理论价值不在特殊性,而在于普遍的共性.而文学文本

解读则相反.个案文本的价值在于其特殊性、唯一性.由此可知,文学解读学与文学理论虽

不无息息相通,但是又有遥遥相对的.
正是因为文学理论在文本个案的解读上的无能为力,文学文本解读学的建构才是当前

迫切的任务.
对于个案特殊性的追求,正是文学文本解读学的难点,因为它不能从演绎得出,须要原

创的归纳,正是因为这样,这成为它的生命的起点;但是,对于文学理论来说,局限于文本的

个案特殊性,却可能是它生命的终点.理论的价值在于作文本分析的向导,但是,它对所导

的对象的内在丰富性却一无所有.水果的理念包罗万象,其内涵并不包含香蕉的特殊性,而
香蕉的特殊中却隐含着水果的普遍性.文本个案的特殊内涵,永远大于理论的普遍性.因

而,以普遍理论(水果)为大前提,不可能演绎出任何文本个案(香蕉)的唯一性.正是因为这

样,文学理论不可能直接解决文本的唯一性问题,理论上的“唯一性”、“独特性”只能是一种

预期(预设).说白了,它只是一种没有特殊内涵的框架.
英伽登(１８９３—１９７０)和沃尔夫冈伊瑟尔(１９２６—２００７)都认为作品的意义不确定性和

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建构.这种由意义不确定与空白构成的就是“召唤结构”,这种说法,一
直被奉若神明,其实,说了等于没有说.因为一切符号(词语)都不是指称对象(reference)
的,而是用声音符号召唤读者经验(experience)的,不确定性和空白是语言符号的共性.但

是,其空白、不确定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约定俗成的.空白的意指,是心照不宣的,因而是有

某种确定性的(如字典意义),只是在不同语境中,其确定性要发生变异.鲁迅在«论他妈的»
中指出,在特殊情境下,他妈的,相当于“亲爱的”.①

对于文学形象来说,所谓的“空白”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文学形象的“空白”,是文

本的意蕴,像物理学中磁场一样,和刚体一样具有物质性,也就是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并不是

任何主体任意性都能填充得进去的.就诗歌而言,意境结构固然有其空白,但是,也有可以

意会的确定性,“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江流天地外,山色

有无中”,其意蕴极其丰富,只是难以用简明、有序的语言加以全面概括.在小说中,也不乏

言外之意,王熙凤得知贾琏在外包养了尤二姐,讲了一句:“这才好呢.”林黛玉临终,听到贾

宝玉与薛宝钗结婚的音乐,说:“宝玉你好”其好处,就在不确定的空白中的丰富到不能

以一般语词穷尽的确定性.西方小说中被嚷嚷得天花乱坠的情节“空白”,更是如此.«项
链»中女主人公发现为之付出十年的青春代价的项链是假的,小说戛然而止.并未接下去写

如何把真项链索回.很明显,审美价值达到高潮,再写索回,以实用价值补偿情感的损失,无
疑会使整个小说的审美格调降低.从情节的完整连贯来说,是空白,而对审美价值来说,则
不是空白,而是类似我国绘画中的留白.留白不是空白,其内涵是不确定中的确定.海明威

说,他的叙述如海面上的冰山,水面上的只是八分一,八分之七在水面以下.② 依海明威的

说法,没有直接表现出来的并不完全是空白,而是“隐白”.我国古典诗论说“不着一字,尽得

风流”.“不着一字”是表面上的空白,“尽得风流”则是内涵上的丰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空白不空,不确定性的深层蕴含着确定性.正是因为特殊文本的内涵大于普遍观念,深层的

①

②

«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４５页.
董衡巽编著:«海明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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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蕴的相对确定性,故在解读(具体分析)的过程中,不但可以对理论的抽象性进行具体化,
而且可能对理论的普遍性进行丰富和突围.

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比之文学作品更是名副其实的“召唤结构”.理论的“不确定性”
和“空白”,期待着特殊作品去填充,赋于其生命.不能得到特殊的作品的填充,则肯定是“空
洞”.

就文学文本解读的要求而言,西方那些纯粹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学理论就算是没有偏颇,
也是空洞的、无血肉的骨架.理论只有在文本的解读的过程中获得血肉和灵魂.理论应该

是开放的,应该从文本解读的深化中获得生命,一味封闭,则不可避免地面临李欧梵先生所

说的“城堡在而理论亡”的结局.
从根本上说,解读就是把被理论抽象掉的生命的血肉还原、焕发出来.还原就是还魂.

还魂之术,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也是解构主义活的灵魂.而具体分析,
就是把在普遍概括过程中牺牲掉的特殊性个别性还原出来.从方法上说,这就是马克思所

说的从抽象上升具体.马克思所说的抽象,不是通常的相对于感性的抽象,而是内涵贫乏的

概念,而具体也不是通常所说的感性具体,而是内涵丰富的具体.具体分析就是把艺术形象

的内涵有序地归纳出来.其规定性,越是丰富,就越是具体,越是统一,越是有序,多种规定

性越是达到统一,就越是深刻.说朱自清的«背影»动人之处,是亲子之爱,是抽象的,说其亲

子之爱的特殊性是:儿子爱得很隔膜,很惭愧,很痛苦,很内疚,很秘密,则比较具体.说陶渊

明的«饮酒»,表现了他的清高自赏,是抽象、肤浅的,分析出他的清高自赏是由于:第一,“无
心”于外在世俗的虚荣,第二,超脱了内心的一切欲望,包括有心寻求美的动机(“悠然见南

山”,而不是望南山),第三,甚至对这种自由的境界也没有语言渲染的压力(“此间有真意,欲
辨已忘言”),就比较具体,比较深刻.

具体分析,是普遍方法,对于文学解读学来说,其特殊性在于,在宏观与微观之间,更着

重于微观,可以说以微观为基础.这种微观分析的关键在于,对于情感和语言的唯一性有高

度精致的敏感和洞察力.这对于习惯于用文学理论演绎法和例证法的人士来说,具有相当

的挑战性.在微观的具体分析中,每一个层次都是一次直接归纳,这种归纳不像演绎法是从

现成的大前提中间接推理而来的,而是从感性经验中直接概括出来,这就意味着把体悟转化

为有序的话语,给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感悟以第一手的命名,这需要微观的原创性,至少是

亚原创性.但是,不管是原创性的,还是亚原创性的,这种微观直接概括工夫,是文学理论所

不能提供的.
正是因为这样,文学文本解读学不像文学理论那样满足于理论的概括,而是在具体个案

分析,特别是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建构解读理论,再回到个案中,对文本进行深层的分析,从
而拓展衍生解读理论.

我国古典文学权威理论和西方文论最大的不同,一是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创作论为

核心,二是,诗话词话、小说、戏曲评点,以文本解读学为基础.朱熹将«诗经»三百余篇每一

篇都作了解读,才写出«诗集传»,金圣叹对整部«水浒»作了评点、删节改写才提出了“性格范

畴”,清沈雄(顺治年间人)和贺裳、吴乔解读了大量的诗词才提出了抒情的“无理而妙”说,相
当完整地提出了无理向有理转化的条件,乃是“深于情”.在情与理的矛盾这一点上,我国十

七世纪的古典诗论领先于英国浪漫主义诗论一百年以上.
可惜的是,我们不是从这样的宝库中进行发掘,建构中国为学派的文学解读学,反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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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美学去硬套,好像不上升到美学就不是学问.可是,越是上升到美学,越带形而上的性

质,越是超验,就越是脱离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不论中国还是西方,似乎都陷入一种不言

而喻的预设:文学理论只能宏观的、概括的理论,文学理论越是发达,文本解读越是无效,甚
至是“误效”,滔滔者天下皆是,这就造成一种印象,文学理论在解读文本方面的无效,甚至为

敌是理所当然,是命中注定的.文学理论就这样陷入了空对空封闭式的自我循环,自我消费

的怪圈.然而,世人对文学理论的自我窒息的严峻形势,视而不见,感而不觉,最严重的后果

是,单因单果的线性思维猖獗,不仅是在文学文本解读时,满足于从论点到例证模式,而且更

为严峻的是,造成从定义出发否定文学的存在.

二、定义:出发点还是过程?

空头理论如此猖獗,实在是因为世人(包括西人)对西方文论的局限缺乏清醒的反思.
西方学术固然有其不可低估的优越性,正是因为这样,五四时期我国学术才放弃了诗话词话

和小说评点那样的模式,采用西方以定义的严密,概念的演绎,逻辑的统一和论证自洽为特

征范式.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与中国古典学术相比,其优越性不言而喻.定义的功能

是:第一,维持基本观念的统一性,防止其内涵演绎过程中转移,确保学术在统一内涵中衍生

的有效性;第二,稳定的定义是研究积淀的载体,学术成果因之得以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

哲学文学理论就是因为其基本观念(如,道、气)缺乏严密的定义,难免长期在错位的歧义中

徘徊.故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废弃了“诗品”印象式的品评,连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模式都

在所不惜.采取了西方定义为前提的演绎方法.但是,西方的这种方法,并非十全十美,过
度执着定义,难以避免西方经院哲学的繁琐造成的许多荒谬(如中世纪神学辩论一个针尖上

能站几个天使).执迷于以定义为纲领,一味对概念作抽象的辨析,满足于在概念中兜圈子,
一来容易把本来简明的事物和观念,说得玄而又玄,二来最为关键的是脱离实践陷入玄学式

的空谈.其极端者乃是乔纳森卡勒和伊格尔顿,因为文学无法定义,就否认文学作为客体

(itself)的存在.其理由是,文学的观念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今后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连莎士比亚都不被认为是文学.这就造成了蜻蜓吃尾巴的喜剧:号称

“文学理论”的权威著作却堂而皇之地质疑文学的存在.① 为理论而理论的文学理论,就这

样把文学理论引向死胡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伊格尔顿和卡勒在学术方法上,一开始就错

了.把定义概念的演变,作为一切,而不是把定义(内涵)和事实(外延)的矛盾作为问题,而
是取消了问题,根本不承认文学(itself)的存在.一些被奉为大师的西方人物,其权威性中

隐含多少皇帝的新衣,是值得审视的.以米克巴尔的«叙述学—叙事理论悖论»为例,她一

上来就为其核心范畴“本文”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

　　本文(text)是指的是由语言符号组成的、有限的、有结构的整体叙述本文

(narrativetext)是叙述代言人用一种特定的媒介,诸如语言、形象、声音、建筑艺术,或

①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６页.伊格尔顿:«二十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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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混合的媒介叙述(讲故事)的文本.①

在这里定义的对象,是文学艺术,可谓是空话连篇,其内涵中一点文学艺术的影子都没

有.在西方前卫文论家中,米克巴尔并没有太大的权威,但是,他的这种空对空的定义模

式却是西方文论的权威大师也是未能免俗的.不屑于对文学定义的雅克德里达有时也不

得不面对“文学的本质”,只好说:

　　如果我们坚持本质这个词———是于记录和阅读“行为”的最初历史之中所产生的一

套客观规则.②

在德里达对文学本质的界定中,根本没有文本本身的内涵,只有其被阅读的“规则”.没

有文学文本何来阅读的对象,又何来阅读的“客观规则”呢? 乔纳森卡勒也为文学下了这

样的定义:

　　文学是一种可以引起某种关注的言语行为,或者叫文本的活动.③

“引起某种关注的言语行为,或者叫文本的活动”,这哪里有什么文学的特殊内涵? 中国

历史的“寓褒贬”,国际社会上的外交辞令,不同样也要关注语言的行为吗?
以这样的贫乏定义作为大前提,根本是不可能演绎出任何文学艺术的特殊内涵来的.

然而,西方许多大家对定义的局限和功能缺乏审思,在概念的迷宫中空转消耗着生命者代不

乏人.
李欧梵先生指望它解读文学文本,实在是找错了对象.
其实,这样的思维方法是相当幼稚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一切事物和观念,都有不可

定义的丰富性:第一,由于语言作为听觉象征符号的局限,事物和思维的多种感官属性既不

可穷尽,又不能直接对应,它只唤醒主体的经验的“召唤结构”;第二,一般的定义都是抽象的

内涵定义,要将无限感性属性转化为有限的、抽象的、有序的规定,往往要耗费上千年的才

智,也难以达到广泛可接受的程度.不要说,人类到目前为止对审美、幽默、文化尚无严密的

定义,就是对一个具体的人(如周作人),一个“盘”字(它在春秋时代本是礼器),也无法作出

普遍能够接受的定义.第三,一切事物和观念,都在发展之中,不管多么严密的定义都在历

史发展之中不断被充实,被严密,被衍生,被突破,被颠覆.一切定义都是历史的过程的阶

梯,而不是终结.学术史上,并不存在超越时间的、绝对一劳永逸的定义.就是西方前卫文

论用以否定文学的文化,其定义也一样众说纷纭,文化的定义多至上百种,并未成为否定文

化存在的理由.第四,由此观之,定义不应该是研究的起点,而是研究的结果和过程.一定

要从精确的定义出发的话,世界上能够研究的东西,就相当有限了,甚至非常走红的萨义德

①

②

③

[荷兰]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

３页.
[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２页.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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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方学”这个论题本身就无法定义,从外延来说,东方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从内涵来说,
也不共享统一的理念.实际上,连中国、美国这样的论题,都是很难下一个在内涵和外延上

一劳永逸的、超越历史的定义.
虽然如此,离开了定义的一贯性,学术研究难以顺利有效展开.在这个学术关键问题

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具有相当深刻的成就,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第一封信»
开宗明义这样说:

　　在任何稍微精确的研究中,不管它的对象是什么,一定要依据严格地下了定义的术

语.一个对象的稍微令人满意的定义,只有在它们研究的结果中才能出现.所以,
我们必须给我们还不能够定义的东西下定义.怎样才能摆脱这个矛盾呢? 我以为,这
样才能摆脱:我们暂且使用一种临时的定义,随着问题由于研究而得到阐明,再把它加

以补充和改正.①

将问题作逻辑展开时,不能没有相对严密的内涵定义.临时定义(准定义)不阐述清楚,
论题就无法展开.所以,对临时定义(准定义),作为学术体系的出发点,准确一些说应该是

初始范畴,对其内涵的阐述不可回避.问题在于,初始的范畴,从何处着手.对于这个问题,
马克思有过系统的思考.他说科学的抽象要求对象形态“纯粹”、“稳定”不受“扰乱”,对于不

断变幻的,不纯粹的事物,如何入手呢? 他在«资本论»的“初版的序言”中提出:“已经发育的

身体,比身体的细胞是更容易研究的.”②在事物从低级到高级不稳定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

从高级形态回顾低级形态的方法:这就是说,从高级形态抽象出初始范畴,然后再阐释其低

级形态:“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

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③他宣告自己研究资本主义,并不因为

它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平衡而望而却步,他把最成熟的英国资本主义作为出发点,对此

高级形态作逻辑的概括(定义、范畴),站在逻辑的制高点上,再进行历史的前瞻和回顾,将变

动中的内涵(定义、范畴)作历时性的展开.在高级阶段英国的内涵弄清楚了以后,作为低级

阶段的德国的特点,就不难得到充分的说明.虽然没有正面指出英国与德国的不同,但是,
马克思对麻木的德国读者说:“这正是阁下的事情!”④这样从高级到低级,又从低级到高级

的回环往复,资本主义的范畴(定义)的内涵的运动变幻就不难以谱系形态构成了.
伊格尔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他罗列了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定义和英国文学的

在近十百年前后变幻的内涵,就否定统一的文学存在的时候,似乎忘记了马克思的这个重要

方法.低级形态的种种不成熟征兆,只有到了高级形态(现代文学)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
反过来说,在高级形态形成定义之时,要防止陷入低级形态的纠缠之中.比如说,在为人下

定义的时候,避免用猴子不是这样来搅局.等到人的定义清晰了,猴子的属性自然不难说

①

②

③

④

[俄]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第１页.又见

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曹葆华译,三联书店１９６４年版,第１页.
马克思:«初版的序»,«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１０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３页.
马克思:«初版的序»,«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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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这个原则无疑可以成为一种学术原则.研究文学可以放心大胆地从现当代文学的成熟

状态出发.为什么要从比较成熟的状况获得初始定义? 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其性质“最为

精密准确并且最少受到扰乱影响”,因而,比较“纯粹”.① 这一点马克思有过考虑: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它不可能把社会生活加以“纯粹”化处理.马克思说:“在经济形

态的分析上,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那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二者.”②为了

避免干扰,作为出发点的抽象的对象,不能不是最为成熟的.一些号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

师,在基本学术方法论上和马克思背道而驰,他们把马克思所说的对于“纯粹状态”的“抽象

力”笼而统之贬之为“形而上学”.其实,当他们贬斥形而上学之时已经陷入了悖论.当他们

把流派不同的、高度概括的理论抽象出其共性,贬之为形而上学之时,他们所用的取其普遍

而弃其特殊的方法,也就是高度抽象方法,恰恰是他们反对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因而不能从

历史发展的过程的复杂纠缠中把纯粹状态提取出来,而是把当代文学成熟状态推回到历史

的发展的低级状态中去,把复杂的历史过程,和共时的逻辑概括的矛盾绝对化,充分暴露了

西方文论缺乏在逻辑与历史的运动中进行概括的智力和魄力.
由于人类语言符号和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乃至系统论的局限,任何定义都免不了逻辑的

和历史的局限,不管被认为多么完善的定义,都只能是个体(乃至群体)狭隘经验和历史过程

的小结,而不是终结,定义是永远不可终结的历史过程.因为定义不完善,就否认对象的存

在,不识庐山真面目,就否定庐山的存在是非常幼稚的.这里有一个逻辑学上内涵和外延的

关系问题,一时不可能有比较严密的内涵定义,但是,对象的外延还明白无误地存在.这时

不完全的内涵定义,就和外延的广泛存在发生矛盾,内涵定义的狭隘和外延普遍存在的矛盾

正是理论发展的契机.
西方文论轻率地否认对象的存在,就放弃了理论的生命线,造成了文学理论空前的危

机,不可思议的是,国人囿于对强势文化的迷信,至今尾随他们的错误的思路作疲惫的追踪.
他们的研究,也强调问题史的梳理,但是,他们的问题史,只是观念的、定义的、关键词的

变幻史,也就是定义和概念(知识)的谱系史.③ 以理查德罗蒂为代表理论家认为“真理是

制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到的.”④“‘真理不在那里’,只是说,如果没有语句就没有真理;
语句是人类语言的元素,而人类语言是人类所创造的东西.”⑤其实,只要懂得西方论辩术中

的反驳的“自我关涉”原则,就可能轻而易举地发现罗蒂在这里隐含着自相矛盾的悖论.既

然真理是人“制造”的,因为用了人制造的“语句”,罗蒂的所说的一切也用了语句,从而也就

不可能是真理.在这样简陋的大前提下,西方学人这就陷入了把“语句”概念当成一切,在概

念中兜圈子的学术.罗蒂的“关系主义”,不管有多么高的形而上学深刻性,但是,满足于观

念关系的谱系,研究就很难避免落入概念游戏陷阱.定义在英语中是“definition”,实际上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初版的序»,«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０页.
马克思:«初版的序»,«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０页.
知识谱系的学术方法在上个世纪中叶可能以福柯为首,近来当以罗蒂为代表,参见[美]罗蒂:«哲

学、文学和政治»,黄宗英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９页.这种知识谱系方法常常表现为对“关
键词”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内涵的梳理,在西方有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在中国有«当代文学关键词»
(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３页.
[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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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严密的区别和界限,但是,从内涵到外延界限不管多么严密,与精致的文学创作和惊

心动魄的阅读实践相比总是免不了粗疏而且狭隘的.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只能是确立一个初

始的定义,然后在其与外延的矛盾中,继续拓展,不断地丰富,最后得出的,也只能是一个历

史性的、开放的定义,或者“召唤结构”而已.概念和定义的变幻是一种显性的结果,其深刻

的原因,乃是它的狭隘性与对象的丰富性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观念的谱系变幻的动力.
如果要说谱系,不仅仅是观念和定义的变幻系统,更主要的是观念总是与对象发生矛盾,因
而不断被颠覆,被更新的历史.

谱系主义的偏颇还在于忽视了理论总是落伍于创作和阅读实践.相比于无限丰富的创

作和阅读实践,理论谱系已经揭示出来的是极其有限的.同样是小说,固然中国的评点和西

方论文都总结出“性格”范畴,但是,西方现实主义总结出来的“典型环境”,我们却没有.同

样是诗歌,我们总结出了“意境”,而西方却片面地强调“愤怒出诗人”,“强烈感情的自然流

泻”.这不等于中国的小说创作中没有“环境”因素,«水浒传»中的“逼上梁山”就是,只是没

有上升到观念范畴.同理,西方也有歌德式的景观小诗,也有某种意境的,而屈原的“发愤以

抒情”,本来与西方“愤怒出诗人”相近,但是,在理论上却长期被以含蓄蕴藏的“意境”所遮

蔽,并未概括为理论范畴,因而,光是梳理理念只能达到概念完整性和系统性,实际上与对象

相比不成系统,甚至不成谱系.
以中国的现代散文为例.如果仅仅关注现代散文的观念,那是很贫乏的.最初周作人

在«美文»中为散文定性的时候就只有“叙事与抒情”,“真实简明”.① 这样的简陋的定义就

把鲁迅的随笔式的智性排除了,莫名其妙地把它打入散文的另册,给了一个全世界文学史都

没有的文体名称:“杂文”.实际上是把世界散文以智性为主流遮蔽了.这就造成了现代散

文长期在抒情叙事之间徘徊.在红色的三十年代,叙事被孤立地强调,使散文成为政治性的

“文学的轻骑队”,到了四十年代解放区,主流意识提倡“人人要学会写新闻”,②五十年代最

好的散文就成了魏巍的朝鲜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和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文

学散文成为实用性通讯报告,以至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作家协会出版了«短篇小说选»、«诗
选»、«独幕剧选»就是出不了«散文选»,只能出版一本«散文特写选».观念的狭隘和实践的

脱离造成了散文作为文体的第一次危机.后来杨朔以他的«东风第一枝»强调把每一篇散文

都当作诗来写,③把散文从实用价值中解脱出来,可是又造成误导:散文唯一出路在于诗化,
此论风靡一时,又把散文纳入诗的囚笼,乃造成散文文体的第二次危机.以后散文的主流观

念为“形散而神不散”之类④,改革开放以后,从理论上来说,散文理念可足称者当为巴金的

“讲真话”⑤,林非的“真情实感”论.⑥ 如果一味作谱系式的研究,则此谱系将十分贫乏.首

先,所谓讲真话,所谓真情实感,都不是散文的特点,而是道德的和一般文体的共性,以这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周作人:«美文»,«晨报副刊»１９２１年６月８日.
胡乔木:«人人要学会写通讯»,«解放日报»１９４６年９月１日.
原文是“我在写每篇散文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东风第一枝小跋»,«杨朔散文选»,人民出版

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２２０页.
语出肖云儒文章«形散神不散»,载１９６１年５月１２日«人民日报».
巴金:«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８７~８９页.另外类似的说法还

有“写真话”,见该书第９８~１００页.
林非:«关于散文研究的理论建设问题»,«散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５页.



西方文学理论的危机和文学文本解读学的建构 中国现当代文学新探

２０１５年４月第二辑 ６３　　　

的观念去进行谱系梳理,可能是文不对题.但是,如果把这种贫乏的谱系,连同周作人五四

时期在«美文»中规定的“抒情与叙事”作为定义(知识)的谱系,不是作为结论,而是将其与创

作和阅读实践的矛盾作为出发点,在二者的矛盾进行直接概括,就不难发现,创作和阅读实

践不断在突破狭隘的抒情叙事(审美)的理论.余秋雨的功绩,就在于在抒情审美中带来了

智性,把诗的激情和历史文化人格的批判融为一体,但是,余秋雨只是通向未来的断桥.而

王小波、贾平凹则在智趣的基础上,又带来了幽默的谐趣.王小波的散文,与审美诗化散文

在美学范畴上迥异,不是诗化、美化,而是在某种意义上的“丑化”,审美的狭隘定义被突破,
乃有审丑的范畴.而幽默散文则属于亚审丑范畴.南帆代表性散文,则既不审美抒情,也不

审丑幽默,而是以冷峻的智慧横空出世,开拓了审智散文的广阔天地.在这样的整体过程

中,谱系从审美抒情的反面衍生出幽默亚审丑,继而又从二者的反面衍生出既不抒情又不幽

默的审智.从美学理论上说,长期以来,论者过度执着于康德的审美价值论,忽略了黑格尔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合理性,造成滥情,而审智潮流的反拨,正是逻辑的,也是历史的必

然.中国现代散文由于周作人反桐城派载道而走向极端,把晚明小品作为典范,导致长期以

审美小品为正宗,造成现代散文的小品化的狭隘境界.而余秋雨、王小波、贾平凹、南帆、刘
亮程、李辉以后,才以大气磅礴的哲思的灵魂不但突破了周作人的“真实与简明”,而且颠覆

了周作人的“叙事与抒情”,开辟了一个审美、审智、审丑为主流的“大品”时代.
这样的发展既是逻辑的线索又是历史的必然,逻辑的起点也是历史的起点,逻辑的终点

也是历史的终点,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追求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说明,推动知识谱系的发展的动力乃是创作和阅读实践,而不是知

识谱系本身,理论的第一生命乃在创作和阅读实践的运动,理论谱系不过是把这种运动升华

为理性话语的阶梯,这个阶梯是永远不完善的,永远没有终点的.脱离了创作和阅读实践,
谱系不但可能是残缺的,而且可能是封闭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论是事实(实践过程)的普

遍概括,由于主体的局限性,其内涵永远不可能穷尽实践的全部属性,理论相对于实践过程,
是贫乏的、不完全的,因而,理论本身并不能证明理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准则.这一点,
马克思早就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过:

　　人的思想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

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思维的此岸

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的经院哲学的问题.①

从这个意义上说,谱系学的方法,不管多么严密,也带有根本的缺陷,那就是从概念到概

念,从思想到思想,脱离了实践动力和纠正机制,带着西方经院哲学传统的胎记.当然,即使

如此,关系主义的方法,也许并非一无是处,它所着眼的,并不是文学,而是观念变异背后的

社会历史潜在的陈规.作为一种学术,也许有其不可忽略的价值.但是,这样的文学理论和

文学解读学在性质上,功能上,充其量也只能是双水分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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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形象的三维结构:文学文本解读学的立体建构

不从文学理论定义与文学文本的矛盾提出问题,而是从文学理论、观念的变化进行关系

的梳理,对于文学解读学来说,无疑是舍本逐末,随其流而背其源.出于对理念演变的关系

的执迷,西方文论虚构出一种文学理论的前赴后继的三种潮流.第一种是,浪漫主义时期的

作家中心论,以作家的传记经历、思想代替作品,导致了对作品的遮蔽;第二种是,二十世纪

以来俄国形式主义和美国新批评,拒绝时代和作家的思想,单纯着眼于文本的感知变异和修

辞(陌生化和反讽),这就是文本中心;第三种,则断言作品完成以后,作家就退出了作品,作
品只提供一种框架,价值的实现,要由读者主体来同化.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

由此而风行.其极端者罗兰巴特甚至提出“作者死亡”.① 读者中心说应运而生,表面上

看来,此等理论谱系的逻辑性和历史的发展契合,因而,为文学理论界广泛接受.但是,很可

惜,就是在西欧,也并不存在这样一种逻辑顺序严密的历史发展.在浪漫主义潮流前后,不
管是对希腊史诗«伊利亚特»,英国的史诗«贝尔鸟夫»,还是俄国的史诗«伊戈尔王子远征

记»,都不可能以作者研究为中心,因为作者的生平渺茫,就是莎士比亚的生平,也有扑朔迷

离之处.对«哈姆雷特»的文本(个性的延宕)的研究,却是几个世纪以来的焦点,至于对拜

伦、雪莱、华兹华斯、柯罗列奇的研究,也并非集中于传记.在浪漫主义潮流消退后,十九世

纪中后期,光是在俄国,别林斯基对果戈理小说的深邃评论,杜勃洛留波夫对奥斯特洛夫斯

基«大雷雨»的评论,都不但是文学评论史的经典而且是思想史的经典.以中国而言,对于文

学经典从«诗经»到楚辞,从杜甫到李白,从来就是注疏阐释作品为主流,作者生平只是知人

论世,用来阐明文本的.至于诗话、词话和小说评点,是直截了当的文本中心.可以说,不管

是西方还是东方,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代的文学评论,都不曾有过从作家中心到文本中心再到

读者中心的鱼贯而前的历史,实际情况是三者交织而前.就是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读者中

心论,以西方前卫文化的霸权占据理论制高点之时,也只是在文学理论界某些人士从概念到

概念的空嚷而已.我国内地、港台乃至欧美学院的古典文学,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仍然是以

作家和作品为主流.
文学解读实践对西方读者中心论的话语霸权的冲击一刻也没有停止,不过自觉建构文

学文本解读学尚未提上日程.读者中心论之所以不能成为一种严肃的学术,光从感性上说,
就十分疏漏.作家在作品完成以后会死亡,读者也免不了代代逝去.然而文本、作品,却是

永恒的.
自然,光有这种表现感性的质疑是肤浅的.不把这种感性提升到理性上,就很难进入文

学文本解读学本体的原创性建构.
从理论上说.读者中心论的要害在把读者心理预设为绝对开放的机制.

① [法]罗兰巴特:«作者之死»,见赵毅敏编选:«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第５０５~５１２页.其实罗兰巴特此说,隐含着悖论.作者死亡,不言而喻是全称判断,也应该包括罗兰
巴特这个作者,然而,实际上他的判断却是把自己排除在外.实践的严峻性是,全世界的作家并不因为他

的武断而死亡,他自己却不久前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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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读者心理并不是完全开放的,而是具有一定封闭性的.并不如美国行为主义所设

想的那样,外部有了信息刺激,内心就会有反应,相反,按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外来信息刺

激,只有与内在准备状态,也就他所说的“图式”(scheme)相一致,被同化,才会有反应.① 故

«周易系辞上»有:“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王阳明、黄宗羲又有所发挥:“仁者

见仁,知者见知,释者所以为释,老者所以为老.”②张翼献在«读易记»中说:“唯其所禀之各

异,是以所见之各偏.仁者见仁而不见知,知者见知而不见仁.”③李光地在«榕村四书说»:
“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所秉之偏也.”④仁者的预期是仁,就不能看到智,智者的预期是智,就
不能看到仁.智者仁者,则不能见到勇.预期,是心理的预结构,也是感官的选择性,感知只

对预期开放,其余则是封闭.预期中没有的,明明存在,硬是看不见.马克思则说“对于没有

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⑤由于读者主体的心理图式本身有其强点和弱

点,有其敏感点和盲点,因而其反应也就是不完全的.就是英伽登在他的«对文学的艺术作

品的认识»中也不得不承认:“读者的想象类型的片面性,会造成外观层次的某些歪曲;对审

美相关性质迟钝的感受力,会剥夺了这些性质的具体化.”⑥文学作品的各个层次和形式的

奥秘却很复杂丰富,读者要同时进行多种理解和体验,给予同样的注意,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而阅读理解具有相对性,但是,这种相对性,不是绝对的,非专业读者低水平,或者任意性,
则可能是对作品解读的无理取闹.正因为此,英国谚语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
理论上,不断遭到有识者如童庆炳的强烈质疑,赖瑞云在«混沌阅读»中提出“多元有界”,“一
千个哈姆雷特,还是哈姆雷特”,而不是李尔王或者贾宝玉,与之抗衡.⑦

读者以具有封闭性的主体图式去解读经典文本,常常产生一种与文本内涵相悖的情况:
明明存在,却视而不见,明明不存在却活见鬼.鲁迅说过阅读«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
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⑧显然是针对主

观歪曲的混乱和荒诞,语带讥讽.这其实,乃是阅读心理上的主体同化(歪曲)规律.读者一

望而知的往往不是文本中深层的奥秘,而是主体已知的先见.如,囿于英雄的“雄”为男性的

潜意识的封闭性,许多解读«木兰词»的学者仍然把她看成和男英雄一样的英勇善战,鲜有明

确指出其女性主动承担起男性的职责,立功不受赏,以恢复女儿身为务的特点者.
文学文本解读学建构之难还在于,文学文本本身也具有某种封闭性.
建构文学文本解读学的关键在于,必须认识到文学文本是一种立体结构,至少由三个层

次组成.
第一个层次,亦即表层的意象群落(五官可感的行为过程、心理活动和语言的逻辑连续

性等),它是显性的.在表层的意象中,情感价值渗透着并将之同化,这就构成了审美意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版,第６０页.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４５７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明)张翼献:«读易纪闻»卷五第五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３２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清)李光地著,陈祖武点校:«榕村全集»(第３册),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５页.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８２页.
[波兰]英伽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陈燕谷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８年版,第９２~

９３页.
赖瑞云:«混沌阅读»,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８６页.
«鲁迅全集»第８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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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克罗齐所说“艺术把一种情趣寄托在一个意象里,情趣离开意象,或是意象离情趣,都不

能独立.”①需要提醒的是,意象中的情趣并不限于情感,更完整地说应是情志,趣味中包含

智趣.意象派代表人物庞德定义下的意象是“在一刹那的时间里表现出一个理智和情绪复

合物的东西”②.表层的意象是一望而知的,但是,却是肤浅的,甚至是假象.其潜在的情志

才是精神所在.如柳宗元«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有教授把它解读为不管天气多么寒冷,这位老翁还是在钓他的“鱼”.③ 把“钓雪”,解读

为“钓鱼”,就是为显性的感知所遮蔽,消解了隐性的审智价值.其实,诗人营造的是一种不

但对寒冷没有感觉,没有压力,而且对钓鱼,也没欲望,并不在乎是否能够钓到鱼的境界.这

是一种内心凝定到超脱自然与社会功利的形而上的境界.是主体的情志为之定性,甚至使

之发生变异的,如清代诗评家吴乔所说,如米之酿为酒,“形质俱变”④.此诗表层的形而下

的钓鱼,为深层的形而上的精神境界所改变.前两句是对生命绝灭和寒冷外界严寒的超越,
后两句是对内心欲望的消解.

意象不是孤立的而是群落的有机组合,其间有隐约相连的情志脉络.这是文本的第二

个层次,可以叫作意脉(或者叫作情志脉).其特点为:第一,以潜在的情志同化表层的意象;
第二,使表层的意象群落在形态和性质上和谐地贯通;第三,意脉贯通所遵循的逻辑,不是实

用理性逻辑,而是超越实用理性的情感逻辑.这在中国古典诗话叫作“无理而妙”⑤,具体表

现为情感的朦胧性、矛盾性,不遵循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情感的主观独特性,
往往是无缘无故的,使它超越充足理由律.情感逻辑还以片面性与辩证法的全面性相对立:
不管是爱还是恨,都是片面的,绝对化的,故有爱情乃是“心理病态”之说.遵循逻辑规范的,
是理性的,是普遍的共同性,因而是一元的,而超越规范的,则为审美情感提供了无限多元的

可能.第四,具体作品中,不管是小型的绝句,还大型的长篇,情感的脉络都以“变”和“动”为
特点.故汉语有“动情”、“动心”、“感动”、“触动”之说,在长篇小说中,大起大落的事变前后

①

②

③

④

⑤

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２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４~５５页.又见朱光潜:«谈
美»,金城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１７页.

[英]彼德琼斯:«意象派诗选»,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５页、第１０页.庞德并不绝

对地反对情感,只是坚持情感不能直接抒情,情感和智性浑然一体.故他在«严肃的艺术家»中对于诗与散

文的区别这样说:“在诗里,是理智受到了某种东西的感动.在散文里,是理智找到了它要观察的东西.”
(见杨匡汉、刘福春编:«现代西方诗论»,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４~５５页.)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７页.又见«燕园论诗»,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４页.又见«清思录»,首都师大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７４页.
(清)丁福保编:«清诗话»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２７页.
(明)贺贻孙(１６３７年前后在世)«诗筏»提出“妙在荒唐无理”.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古

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版,第一册１９１页.贺裳(１６８１年前后在世)和吴乔(１６１１—１６９５)提出“无理而妙”、
“入痴而妙”.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一册第

２０９、第２２５页;吴乔«围炉诗话»卷一,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一册第

４７７~４７８页.沈雄(约１６５３前后在世)在«柳塘词话»卷四说:“词家所谓无理而入妙,非深於情者不辨.”唐
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０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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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曲折变异,乃是意脉的精彩所在.在散文作品中,意脉也不是直线的,其转折也往往

是艺术的精彩所在.在绝句中,最动人之处往往就是意脉的瞬间的转换和默默的延续.①

意脉是潜隐的,可意会而难以言传.要把这种意味传达出来,需要微观的具体分析,还要以

原创性的话语对之加以精致的命名.缺乏话语原创性的自觉,往往不由自主地被文本以外

的占优势的实用价值和现成话语权利所遮蔽.看到“独钓”,就自动化把现成的“钓鱼”覆盖

上去.把从钓鱼升华为钓雪的精神境界抹煞了.
在这个层次里,最重要的是真善美价值的分化,和世俗生活中真善美的统一不同,乃是

真善美的“错位”.既不是完全统一,也不是完全分裂,而是部分重合拉开距离.这一点,似
乎被真善美笼统的统一遮蔽,当代学者普遍地忽略了,其实,早在孔夫子,就意识到了真善美

并不是绝对统一的,而是错位的,在«论语八佾»中孔子有言: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韶”(舜时的乐曲名)是尽善尽美的,而“武”(周武王时的乐曲名),则是美与善是“错位”
的.当然,这种错位也并不是绝对的,在错位未达到完全脱离的前提下,错位幅度越大,审美

价值越高.三者完全重合和完全脱离,审美价值都趋近于零.② 而能够保证审美价值最大

限度升值的就是文学的规范形式.

四、原生形式和规范形式

文本结构的第三层次乃是文学形式.形式对于文学解读学说来,极其关键.但是,学人

大都囿于黑格尔的内容决定形式说,把形式的特殊功能,排除在学术视野之外.历代的美学

家,出于形而上学思维惯性,总是在哲学的主观客观中兜圈子.睿智如朱光潜、李泽厚、高尔

泰都未能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没有意识到主观情感和客观对象猝然遇合者,并非其全

部,而是主体之一侧,客体之一隅,其现实形态,本来是分立的,甚至杆格不通,全凭文学形式

不相同之想象,使其在假定中投胎成形.③ 生活的某一特征和情感的某一特征的猝然遇合,
只能算是形象的胚胎,并不一定能够达到审美的艺术层次.未经形式规范的情感,哪怕是真

情实感,也可能是死胎.作家的观察、想象、感受以及语言表达,都要受到特殊形式感的制

约,形象不是主观和客观的线性结构,而是主观客观再加上形式的三维立体结构,主观和客

观并不能直接相互发生关系,而是同时与模范形式发生关系,模范形式、情感和对象统一为

有机结构才有形象的功能.脱离了多种形式规范的分化,文学理论只能是哲学的,或者是美

学的附庸.只有充分揭示主观、客观受到形式的规范、制约、变异的规律,文学理论才能从哲

学美学中独立出来,通向独立的文学文本解读学.

①

②

③

参见孙绍振:«绝句:瞬间情绪的转换结构»,«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参阅孙绍振:«美的结构»,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８页.又见孙绍振:«文学性讲演录»,广

西师大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５~６５页.
参阅蔡福军:«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孙绍振»,«东吴学术»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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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范畴向来受到漠视,只有在艺术感觉超强的前卫理论家那里才得到充分的重视,阎
国忠在«中国美学缺少什么»中这样说:

　　马尔库塞认为,形式“指把一种给定的内容(即现实的或历史的,个体的或社会的事

实)变性为一个自足整体所得到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内容实际上是亚里士多德讲

的“质料”,形式则是“质料”的组织者、统摄者、规范者.形式是一种伟大的范塑和造型

的力量.形式所提供的总是与既定世界不同的异在世界,因而总是具有一种将人们从

有限存在中解放出来的功能.①

“形式则是‘质料’的组织者、统摄者、规范者”,“是一种伟大的范塑和造型的力量”.这

话说得很深邃,实际上道破了规范形式的伟大功能.这和早于马尔库塞的克罗齐提出的,一
切直觉都是抒情的,“只有经过形式的打扮和征服就能产生具体形象”中的“形式的打扮和征

服”有异曲同工之妙.遗憾的是克罗齐又说“形式是常驻不变的,也就是心灵的活动”②,这
里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悖论:心灵的活动,是瞬息万变的,不可能是常驻不变的,可见,形式

同样也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从草创到成熟,进化乃至崩溃的.他所说的形式,其实是自发的

原生形式,而非文学的规范形式.
规范形式与原生形式最明显的不同,第一,原生形式是天然的,而规范形式是人为创造

的.第二,原生形式是随生随灭的,与内容不可分离的,而规范形式常常是千年积累才从草

创走向成熟,因而是长期稳定的,不断重复的.第三,因而它与内容是可以分离,具有独立性

的,在某些形式中(如西方古典主义戏剧中的三一律,我国律诗绝句和欧洲十四行诗),还是

严密规格化的.第四,原生形式是无限多样的,而规范形式是极其有限的,连同亚形式一起,
也只有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等不超过十种.原生形式,并不能保证审美价值超越实用理

性的自发优势,规范形式则把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审美经验(例如从中国古体诗,到近体诗就

耗费了长达四百年)积淀,成为某种历史水准的载体,从而迫使其内涵就范.这种规范,是人

类文学艺术活动的历史水准,是文学进步的阶梯.没有它,人类的审美活动,只能一代一代

从零开始,重复着如同从猿到人的原始积累.有了规范形式,历代的审美活动才能从历史的

水平线上起飞.第五,规范形式,不但不是如黑格尔所说是为内容决定的,而可以征服内容,
消灭内容,预期内容,强迫内容变异,衍生出新内容的,甚至极端如俄国形式主义者斯克洛夫

斯基那样“形式为自己创造内容”③.第六,不可忽略的是,内容决定形式,并非绝对没有道

理.形式的稳定性、有限性和内容的不断变幻、无限丰富是一对矛盾.内容是最活跃的因

素,不断冲击着规范形式,虽然形式有规范作用,但是,规范与冲击共生,相对稳定的规范形

式,在积淀着审美的历史经验时,也不能不开放,不能不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被突破,被更

新.
在解读过程中,最大的误解,就是以为只要读懂了内容,就读懂了艺术,以为形式是一望

而知的.其实,第一,那是外部形式(如诗歌、小说、戏剧).第二,混淆了原生形式和艺术的

①

②

③

阎国忠:«中国美学缺少什么»,«学术月刊»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意大利]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１~１２页.
[俄]斯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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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形式之间的根本区别,或者说,混淆了原始素材的形式和艺术规范形式之间的矛盾,歌
德说:“材料是每个人面前可以见到,意蕴只有在实践中须和它打交道的人才能找到,而形式

对于多数人却是一个秘密.”①相对于外部形式表层直觉,规范形式的功能,在最深层次,在
潜意识层次.这是由于它的形成经历漫长的时间,是历史的进化和天才创造的积淀,因而特

别精致,造成一种自然而然本该如此,只能如此,别无他途的感觉.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２００８年上海世博会,为了中国馆中活动的«清明上河图»,人们排队长达八九个小时,只为了

十几分钟一睹为快.成千上万的观众为目睹宋代汴京市井繁华而兴高采烈,其实只看到这

幅杰作的表层结构.其第二层次的意脉,则为北宋盛世的颂歌.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
事危机之中,这样的艺术只是一种抒情.第三层次,艺术形式和风格的特点是最为隐秘的,
能够欣赏这种特殊规范形式的可能是凤毛麟角.首先,它在国画中,属于界画,属于工笔,而
且是长卷.也就是说,它和西洋画的一眼全收的焦点透视不同,它把中国特有的散点透视发

挥到极致,视点可以顺序移动,但是,又不是杂乱无章,平铺直叙.据吴冠中先生分析,其中

人物、房舍、车马、桥梁、楼台、田野、山水,疏落有致,又以桥为高潮.这三个层次都以共时样

式呈现于观众直觉之中,但是,对于第三个层次,绝大多数观众是感而不觉,只有对中国国画

有修养的,才有某种内心图式的预期,才有可能解读出其中形式风格奥秘来.
文本解读之所以难以到位,就是因为吾人对于文学的规范形式的漠视.例如２０１３年有

香港教师上公开课,解读丁西林的独幕剧«瞎了一只眼»:经过朗读讨论,老师把结论用视频

显示:其生动性乃在每一个人物都有情感,而且脉络有起伏,这虽然意识到情感的审美价值,
但是,实际上完全忽略了形式规范,实际上是把戏剧当成散文来解读了.

故事是这样的:一位先生跌了一跤,太太误以为很严重,瞎了一只眼.乃致信给其好友,
友人为之彻夜不眠,次日一早从天津赶来探望.开幕时,太太已知先生不过是出了一点血.
惹得朋友惊心,过意不去,为朋友着想,乃让先生装病.先生为太太着想,无奈装病.教师当

然抓住了情感的意脉.但第一,与散文不同,乃是戏剧,故不同人物的意脉得有一连串的矛

盾和错位,才有戏剧性.第二,不是一般的戏剧性,而是喜剧性.故人物之矛盾并非对立,而
是错位,每一个人物的动机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着想,恰恰是为他人着想,却引起他人

的尴尬.太太为朋友着想,让先生装病,时时刻刻处于露馅危机之中,先生为太太和朋友着

想装病过度,引发朋友分外焦虑.为了缓解朋友焦虑,乃坦然相告装病,但虚构理由为惩罚

太太.不想引发朋友站在太太的立场上对先生严词谴责.而太太却以为朋友可以免除忧

心,解脱了装病的尴尬,乃感激之至与先生相亲拥吻,好心的朋友莫名惊诧.第三,这不是一

般的喜剧,而是富含哲理的喜剧,人与人之间,不管多么好心也难免阴差阳错造成误解.故

开头人物表上,先生、太太、朋友皆无名字.②

揭示独特、唯一的艺术奥秘,光凭理论的普遍性是不够的,因为理论不包含特殊性、唯一

性,把理论在概括过程中牺牲了的特殊性、唯一性还原出来的唯一办法,乃是具体分析.

①

②

歌德此段话出自其«关于艺术的格言和感想».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第十三章«歌德章»),人民

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４２０页.
据２０１３年５月香港和广州市交流课视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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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较———不同形式的不同规范

毫无疑问,具体分析形象的深层结构的难点是,揭示其内在矛盾,但是,内在矛盾是隐秘

的.西方文论对于形象结构的研究,收效甚微,原因还在于方法论上的缺失,那就是孤立地

研究某种手法和文体.如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特辟四分之一的章节叫作“内部研

究”.在小说部分只讲了“真实情节”、“母题”、“人物”等等,完全是就小说论小说,根本没有

意识到事物的性质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得到充分展示.从方法上,忽略了事物只有在系统的

比较中,深层的矛盾才能凸显,因而,把小说和戏剧诗歌作系统比较完全在他们想象之外.
诗歌部分,在小标题中只列出了“意象、隐喻、象征、神话”.论述也只局限于四者之间的关

系,而置这些手法与抒情审美、冷峻审智的矛盾与转化于不顾,也未涉及这些手法在诗歌中

与小说、戏剧中的不同.① 这就注定了这些研究显得贫乏而且肤浅.在西方文艺理论中最

重视形式,甚至以«情感与形式»为自己的著作命名的苏珊朗格也未能免俗.当她讲到音

乐舞蹈之时,其形而上学的话语虽然并不完全贴近音乐舞蹈深层形式的特征,但是,多少还

有些艺术的洞察.可是当她专辟一章讲“伟大的文学形式时”时,就只能罗列文学的体裁的

历史流变.要目中的小标题倒是有“诗的规范”,可是在正文中却只是简单提了一下“结构、
措词、形象化描述、名称的使用、幻象”,认定这些具有“想象”性质的手段,是一些人用以表达

其“概念”的“全部创作方法”.完全无视于这样几个方法,根本就是所有文学共用的,根本就

不可能是诗独有的.至于“规范”,他们的阐释是在诗歌兴盛时期造成某种“趣味上的统一

性”,使得不同诗人追求归属这种“同一种情感”,形成“固定风格”.② 这哪里是什么形式“规
范”? 而是主流诗歌的内容的霸权.接下去讲民谣、传奇小说、散文体小说、故事与讲述等

等,一味沉溺于顺时间的追踪,连起码的逻辑分类和理论概括都没有.可见,在他们理论视

野中,是不存在诗歌的形式有别于小说、戏剧的开放性的艺术底线的.大言不惭地以“伟大

的文学形式”来命名,实在是既没有文学,也和形式规范沾不上边.俄国形式主义和美国新

批评都把最大精力奉献给文学的本体形象,但是,一来由于他们脱离了审美内涵,二来,他们

同样孤立地研究文学形式,从来不涉及各种文学形式之间的比较.因而,拘泥于所谓陌生化

和所谓反讽等加起来不到十个范畴,对这些范畴在不同文本形式中的不同的、系统的规律则

茫然无知.
文学解读学,进入操作的第一步就是在不同规范形式之间进行比较.比较的目的不仅

仅在异中求同,而且更重要的是同中求异.不同的艺术形式、不同的预期和不同的生成作

用,其中有间不容发的区别.人的心灵是很丰富的,哲学(逻辑学等等)主要表现其理性,其
情感审美方面则极其丰富复杂,没有一种文学形式,能够将之全面的表现,因而,在数千年的

审美积累中,文学分化、进化为多种结构形态,以不同的功能表现心灵的各个层次和方面.
诗歌的意象乃在普遍性的概括,不管是林和靖笔下的梅花,还是辛弃疾笔下的荠菜花,不论

是华兹华斯笔下的水仙,还是普希金笔下的大海,不论是艾青笔下的乞丐,还是舒婷笔下的

①

②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４８页、第２１２页.
[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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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树,都是没有时间、地点、条件的具体限定的普遍的存在,在诗里,得到充分表现的往往是

心灵的概括性,甚至是形而上方面,在爱情、友情、亲情中,人物都心心相印的,具有某种永恒

性的,故从亚里士多德«诗学»到华兹华斯都以为诗与哲学是最接近的.而在叙事文学和戏

剧文学中,则是个体心灵常常处于形而下的境地,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表现差异性是

绝对的,而且处于动态之中,情节的功能在于:第一,把人物打出常规,显示其纵向潜在的深

层心态,列夫托尔斯泰在«复活»中说“他常常变得不像他自己了,同时却又始终是他自

己”.其次,打出常规以后的人物,哪怕是亲人、恋人也会发生心理“错位”,造成人间无限丰

富的悲喜剧.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看出,文学文本只是作家对一种形式规范的选择,同时也

是对其他规范的拒绝.例如,李隆基、杨玉环的素材,在«长恨歌»中,二者的爱情是绝对的,
自始至终是心心相印,“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就是爱情是不因空间的距离而

发生变化.“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说的是时间是有尽的,而感情是无尽的,绝
对的.只有与相同题材的戏剧相比,才能看出这是诗歌的强化、极化逻辑向形而上的境界生

成的结果.永恒的心心相印,这仅仅是诗歌的选择.在戏剧中,它预期生成应该是另外一种

性质,相爱的人绝对心心相印,就没有任何戏剧性,要让相爱者情感发生“错位”,或者叫作

“心心相错”才有戏剧性.在洪昇的戏剧«长生殿»中,李隆基的爱情就不像在«长恨歌»中那

么专一.杨贵妃和唐明皇虽然爱得昏天黑地,但又闹矛盾,情感发生不止一次的“错位”.第

一回是杨贵妃妒忌梅妃,而且耍泼,弄得唐明皇狼狈不堪,做检讨.另一回是李隆基勾引虢

国夫人,苟且成事,杨贵妃醋性大发,唐明皇忍无可忍,两次把她赶回家去,赶回去后唐明皇

又活不下去了,又把她请回来.有了这样的“错位”,这才有戏啊,这些内容,是因为符合了戏

剧规范形式的预期而生成的.如果一味用写诗的办法来写戏,一见钟情、心心相印,生死不

渝,就没有戏好演了.
诗意与戏剧性是冲突的.不懂得这一点,就不可能进入文本解密的层次.
诗的规范形式不但与戏剧不同,与散文、小说、历史也大不相同.
杨贵妃和唐明皇两个人浪漫恋爱,歌舞升平,安禄山起兵造反,打到潼关,唐明皇派哥舒

翰守关,但是又派一个太监鱼朝恩去监军.哥舒翰的策略是,安禄山来势汹汹,锐不可当,坚
守潼关,以逸待劳,等到他锐气消褪,粮草消耗殆尽,必然溃退了.但是,太监不相信,硬催哥

舒翰打,一打哥舒翰被俘,潼关一破,长安门户大开,唐明皇匆忙率领部分皇亲国戚开溜了,
好多皇孙公子都来不及通知.这是非常狼狈的、复杂的过程,作为历史散文,过程和细节要

很清晰,可要全写到诗里去,诗情就可能被窒息了.白居易的艺术家的气魄就表现在干脆

“扼杀”它一部分内容,写到«长恨歌»里就两句话:“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那边

一敲鼓,几百里外,长安就地震,杨贵妃的舞就停了,朝廷就赶紧溜.只精选了鼓声、动地、惊
破,霓裳羽衣曲(奢靡)四个意象,这个过程就诗化了,这就叫形式扼杀内容,形式强迫内容就

范,形式征服内容.至于杨贵妃之死,陈鸿在小说«长恨歌传»中有写实的描述“安禄山引兵

向阙,以讨杨氏为辞.潼关不守,翠华南幸.出咸阳道,次马嵬亭,六军徘徊持戟不进.从官

郎吏伏上马前,请诛错以谢天下.国忠奉氂缨盘水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问之,当时

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之而去.苍黄展转竟就

绝于尺组之下.”而在白居易的笔下只剩下两句:“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以意

象的跳跃进行对过程和情节的跨越是诗的基本的法门,从这个意义上说,规范形式和内容一

起构成作品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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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解读的有效性,不但取决于内容,而且取决于形式,甚至是亚形式方面的精致的洞

察.规范形式虽然不多,但其间微妙的区别,就是伟大作家也难以全盘掌握其间微妙.甚至

在同一作家,在同一形式之中的亚形式的驾驭也往往差异甚大.李白、杜甫为唐诗双璧,史
所公认.但这仅仅是总体而言.具体到亚形式,如绝句和律诗,则评价甚为悬殊.高棅在

«唐诗品汇»中说:“盛唐绝句,太白高于诸人,王少伯次之.”①胡应麟在«诗薮»中也说:“七言

绝以太白、江宁为主,参以王维之俊雅,岑参之浓丽,高适之浑雄,韩翃之高华,李益之神秀,
益以弘、正之骨力,嘉、隆之气运,集长舍短,足为大家.”②连韩翃、李益都数到了,却没有提

到杜甫.相反杜甫的七绝四句皆对(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露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

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被诗话家讥为“半律”③“断缯裂锦”④,甚至说四句“不相连属”⑤.因

而,在历代唐诗评论中,杜甫七律公认居于首位,而七绝的压卷之作则榜上无名.在«红楼

梦»中曹雪芹展示了当时各种文体,但是,成就并不平衡,很明显的是,其诗不如词,词不如

曲,曲不如小说.
文学解读的有效性离不开对于这种形式和亚形式具有高度洞察力.
在这一点上,就是对伟大作家,也要“铁面无私”地揭示其创造和失误.鲁迅是小说家,

也是杂文家,但是,他往往把杂文的笔法过分用之于小说,就影响了小说艺术.«狂人日记»
说中国五千年历史写满仁义道德,字里行间都是“吃人吃人”,虽为名言,但是并非小说形象,
而是杂文的格言.就是到了«阿 Q正传»中,也还有某些杂文笔法,如判处死刑,绑赴刑场,
已经意识到是要杀头了,有这样的描写:“两眼发黑,耳朵里喤的一声,似乎发昏了.然而他

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阿 Q的感觉居然是:“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

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他不过便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

未免要游街要示众罢了.”这样的描述居然重复了两次.１９５６年,何其芳先生在«论阿 Q»中
表示怀疑,认为为了强调阿 Q 的麻木,却把“文人的玩世不恭、游戏人间”写到了阿 Q 的头

上.他说,自己读来感到“不安”.⑥ 其实,这是杂文家的反讽和小说家心理探索的矛盾.这

种矛盾在«祝福»里得到平衡,在艺术上最为成熟,但是在«故事新编»里矛盾却益发激化,以
至鲁迅自己也不能承认其有失“油滑”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明)高棅:«唐诗品汇»卷首«叙目»,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据明汪宗尼校订本影印版,第４２７页

下.
(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近体绝句),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新１版,第１１５页.
(明)胡应麟:«诗薮»:“自少陵以绝句对结,诗家率以半律讥之.”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近体

绝句),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新１版,第１１５页.
«诗薮»内编卷六«近体下绝句»:“杜以律为绝,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等句,本七

言壮语,而以为绝句,则断锦裂缯类也.”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新１版,第１２１页.
(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一«绝句四句皆对»:“绝句四句皆对,杜工部‘两个黄鹂’是也,然不相连

属.”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８５３页.
何其芳:«论阿 Q»,载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又见«何其芳文集»第５卷,人民文学出版

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８１~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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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规范形式的共用性和风格的唯一性的矛盾:以流派为中介

解读学是个系统工程,要得到成功,须要多个层次的协同作用,要失败,只要一个层次就

足够.深入到了规范形式这个层次,仍然潜藏着危机.因为规范形式是共用的,可重复的,
而文学文本的生命则是不可重复的,唯一性的.因而只有对规范形式具有某种冲击性的文

本,才可能是唯一的.然而规范形式的草创、形成、发展时限是远远超过人的寿限的,因而,
即使最伟大的作家,也不可能独自颠覆一种规范形式,独创另一种形式.他们所能达到的最

高限度,就是在规范形式之内,作出某种冲击,某种突破,某种拓展.这就表现为独特风格,
这里可贵的不是作家的风格,而是篇章的风格,有了独特性才是唯一的.因而,篇章风格理

所当然地成为解读学关注的重点.苏东坡的«赤壁怀古»把宋词浅酙低唱的婉约风格拓展为

豪放的风格,就是历史的贡献.施耐庵把打虎的武松写得又是近神又是近人,对于«三国演

义»中,从来不怕死亡,也没有疼痛感的英雄来说,这种新的风格的价值在于对英雄理解有了

突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之所以不朽,就是因为,当年新诗的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强烈

感情的自然流泻”已经被普遍遵循,而«再别康桥»却以不强烈的、潇洒的感情展现了一种新

的风格.这种风格是唯一的,解读不到这个焦点上,就不可能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笼统

地说,风格就是人,是一种遮蔽,因为同一个诗人,作品风格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从解读学的

角度讲,篇章风格乃是突破形式规范的共用性使之带上唯一的标记.
有了风格还可能是不自觉的,当成为风气,大量出现,变成自觉的追求,有时还带上了宣

言或者主张,这就成了流派.如浪漫主义诗歌在感情的强化和极化中追求美化,而以波特莱

尔为首的象征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之,追求以丑为美.徐志摩在«语丝»第三期上发表波特莱

尔«恶之花»中«死尸»的翻译:这是一具美女的溃烂的死尸,发出恶腥粘味,苍蝇在飞舞,蛆虫

在蠕动,野狗在等待撕咬烂肉.波特莱尔对他的所爱说,不管你现在多么纯洁温柔,将来都

免不了要变成腐烂的肉体为蛆虫所吞噬,发出腐臭.在这首译诗前面徐志摩还写了一则前

言:认为这是«恶之花»中“最奇艳的花”,它不是云雀,而是寄居在古希腊淫荡的皇后的墓窟

里的长着刺的东西.”欣赏是创作的前奏,他在创作中,不由自主地披露着美好情感,也包含

着可怕、丑恶、令人恶心的方面.«又一次试验»最为典型:上帝最后的结论是“哪个安琪儿身

上不带蛆!”①在这样的自觉观念的基础上,才产生了闻一多的经典之作«死水».这标志着

风格的共同追求形成了象征主义流派.当然,共同的追求并不意味着闻一多的«死水»失去

其唯一性.流派不过是唯一性的、新风格的中介.他的极丑转化为极美,通过相近联想和相

反联想使极丑向极美自然转化之时,以中性的词语过渡功能是很严密的:“也许铜的要绿成

翡翠,铁罐上绣出几瓣桃花.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第一句中的:
“绿”,既是铜绿的绿,又是翡翠的绿.第二句的“绣”,则是谐音,既是铁锈的锈,又是绣花的

绣,第三句的“织”,从油腻浮在水上的花纹,自然地过渡到罗绮,第四句的“蒸”,自然是要蒸

(发)的,把霉菌放大为云霞就可以不言而喻了.
对于解读学来说,流派的自觉宣言,给解读以观念向导的方便,但是,流派的共同性也可

① «徐志摩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４１页、第５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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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带来遮蔽.单纯的流派分析往往造成解读的空洞.故流派的分析与篇章风格的揭示结合

才能达到唯一性的目标.在解读戴望舒的«雨巷»仅仅将之归属于象征派的遮蔽性是很大

的.因为戴望舒并未取象征派的以丑为美,而是相反,取后期象征派另一美学原则,不是直

接把情感抒发出来,而是于“客观对应物”中寄托美好的情感.而这种客观对应物(雨巷、女
郎、丁香、太息)又是带着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意象的色彩.三者的结合的唯一性,是当时追

求象征派的诗人所没有达到的境界.
对于叙事文学来说,则流派性质更为隐秘,更须要精致的分析.钱钟书的«围城»是一部

充满了情爱的小说,但是,与五四新文学中的恋爱小说大不相同.五四新文学中的恋爱往往

与冲决封建婚姻的罗网,具有精神和个性解放的意义,与社会变革甚至与革命事业有着密切

的关系,而«围城»虽然有抗战的背景,却与抗日大业无关.虽然是属于恋爱小说,有一系列

曲折的恋爱婚姻,却没有真正的爱情.爱情不过是游戏,浪漫的爱情是遭到讽刺的.这是因

为,五四新文学中的爱情小说,属于现实主义流派有时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而钱钟书的«围
城»却具有现代派的性质,他聚焦的不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人本身作为一种“无毛的两足动

物的根性”.因而婚姻和爱情都是空的,不过是一种徒劳的自我折腾,有如围城,在城外的人

想进去,而在城内的人却想出来.从主题来说,这具有现代派,甚至后现代生存的困惑特点,
但是,从风格来说,钱钟书尖刻的反讽语言却是唯一的.

七、以作者的身份和作品对话

读者心理结构的开放性和封闭性和文学形象的三维结构的开放性和封闭性,呈现为永

恒的犬牙交错的矛盾,并不是反映论和表现论两点一线的思维所能尽情直遂的,对文学文本

解密是读者主体心理的开放性和封闭性,与文学文本的开放性和封闭性双向由浅入深的搏

斗和调节过程,解读文学经典,如果仅仅作为读者与作品对话,哪怕是自认居于中心,皓首穷

经而不得其门而入者,代不乏人.尽管西方前卫文学的读者中心论,似乎给予了读者极端的

自由,但是,却没有给读者以作为作者的自由.这是因为他们未能把阅读放在文学创作论的

基础上.真正要获得解读的自由,必须超越仅仅作为读者的被动性,以作者的身份与作品进

行对话才能打开自身心理的封闭性和文学文本的封闭性.
朱光潜先生说:“读诗就是再做诗.”①克罗齐说:“要了解但丁,我们必须把自己提升到

但丁的水准.”②有了作为作者的想象,才有可能突破封闭在文本深层的历史积淀和唯一性

的生成奥秘.正是因为站在文学创作论的立场上,鲁迅在«不应该那么写»中才这样说:

　　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

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

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这“不应该那么写”,如何知道呢? 惠列赛耶夫的«果戈理研

①

②

朱光潜:«谈美»,见«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９７页.
朱光潜:«克罗齐哲学述评/欣慨室逻辑学哲学散论»,«朱光潜全集»第７册,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

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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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第六章里,答复着这问题———“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

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

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
‘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

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①

惠列赛耶夫(亦译华西里耶夫)的«果戈理研究»第六章分析果戈理写«外套»的过程.原

始素材是彼得堡的小公务员,千方百计节约,终于买了一支猎枪,划着船到芬兰湾去打猎.
没想到湾边的芦苇把横在船头的枪带到水底去了.从此他一提此事就面如土色.光有这样

一个小小的逸事,是写不成艺术品的.果戈理为突出其悲剧性,把猎枪改成了“外套”,(其实

应该译成“大衣”才是)在寒冷的彼得堡,上班穿大衣,进门脱大衣,是必要的行头.而猎枪则

是奢侈品.小说的规范形式的衍生还在于,小公务员失去了大衣以后,引出喜剧性与悲剧性

的交融.果戈理虚构了一连串的情节.先是向大人物申请补助,遭到呵斥,郁郁而死.果戈

理让这个小公务员的阴魂,一直徘徊在彼得堡卡林金桥附近,打劫行人的大衣.警察有一次

都把这个幽灵抓住了,可是打了一个喷嚏,被他溜走了(悲剧中的喜剧性强化).直到那个呵

斥小公务员的大人物被这个幽灵抢走了大衣,幽灵才销声匿迹.以这样的结尾,使这个悲剧

的喜剧性又回归了正剧,完成了意脉丰富而统一的贯通.
原始素材中被淘汰了的东西,作品中按悲喜剧逻辑的交融的衍生出来的艺术形象,都是

隐性的,超越读者身份,从创作论的原则,以作者的身份与作品对话才有可能显示.这就要

求解读者,把作品还原到创作过程中去.
当然,创作过程很少在作品中呈现,这时文献资源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五四新诗草创时期,郭沫若«凤凰涅槃»的成功,并不是如他自己所回忆的那样轻松,

灵感一来,连纸都来不及摆正,就完成了一首经典性的创作.相反,是经过了多次的、反复的

自我探索和想象的突围的.四年以前,也就是１９１６年,他由于“民族的郁积,个人的郁积”
(国家没有出路,自己又陷入了双重婚姻的困境),不时有一种自杀的动机.这种情绪在他当

年写的五首古体诗中直接地流露了出来:“出门寻死去,孤月流中天偷生实所苦,/决死

复何难.”１９１７年,他在另一首五言古诗中又写道:“有生不足乐,常望早死好//悠悠我

心忧,万死终难了.”②.１９１８年,他重新处理了这个主题,把这个自杀—死亡的主题在«死的

诱惑»中推向假定的想象境界:“我有一把小刀/倚在窗边向我笑./她向我笑道:/沫若,你别

用心焦/快来亲我的嘴儿,/我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五四运动发生了以后,郭沫若觉得旧的

祖国和旧的自我,一起被赵家楼上那场大火烧毁灭了,新的祖国和新的自我同时诞生了.

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８日,他在给宗白华的信中,这种情绪涌现了出来:

　　我现在很想如phoenix一样,采些香木,把我现有的形骸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

的挽歌把它烧毁了去,从那冷了的灰里再生一个“我”来! 可是我怕终竟是个幻想罢

①

②

文载«且介亭杂文二集»,见«鲁迅全集»第６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２１页.
以上两诗均见郭沫若:«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１９２０年版,第９页、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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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①

过了两天,郭沫若就写成了作为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象征的«凤凰涅槃».诗

人的想象经历漫长的岁月才从现实的真实中解放出来,进入了一个完全假定的艺术境界,古
埃及的神话和中国传统的形象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在烈火中翱翔的、永生的凤凰的形象.现

实的、粗糙的“寻死”,原生的悲观情绪,进入了一种想象的神话的虚幻境界,如吴乔所说“形
质俱变”.在这个想象的境界中,不但形质,而且是逻辑也发生了超越现实的变异.自觉的

毁灭旧我,导致了新我的永恒的复活.五言古诗中寻死的痛苦(在“自由与责任之间”的痛

苦)到了«死的诱惑»中,变成了欢乐.而在凤凰的形象中,变成了从痛苦到欢乐的转化.自

觉地毁灭了旧我,与毁灭旧世界统一了起来,痛苦地否定了旧的自我,旧的现实,转化为新的

自我,新的现实和谐结合;从而产生了永恒的欢乐,达到了现实与自我矛盾的永恒的统一.
这不但是想象的解放,而且是思想解放,情感的浪漫飞越,是浪漫艺术的胜利.

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方文论所谓读者中心作者死亡之说,全系把作者和读者绝对对立起

来的形而上学,事实上,作者主体和读者主体的对立在文本阅读过程中,是在封闭和开放反

复搏斗中不断转化的.理想的作者,是以理想的读者的眼光来决定自己应该怎么写,不应该

那么写的,而理想的读者则是把自己当作作者设想其为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的.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绝对的作者中心论和绝对的读者中心论,都是西方文论的庸人自扰.

八、具体分析和可操作性

以作者的身份与文本对话,凭借文献资源还原出创作过程,揭示出应该那样和不应该那

样的矛盾,以便具体分析.这当然很理想,但是,实际上,这样的资源十分有限.可这不是解

读无所事事的理由.因为,一切事物观念都是对立的统一体,都包含内在矛盾,形象自然也

不例外.具体分析的对象,乃是矛盾和差异,然而文学形象是有机统一的,水乳交融的,天衣

无缝的.矛盾是潜在的,因而,任何称得上是经典文本的作品,都是隐含着内在矛盾,问题在

于把它还原出来,才进入具体分析的操作层次.具体分析操作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一)微观分析之一:隐性矛盾直接分析

有些矛盾直接存在于作品的词句之中.只要不以主观的先入之见去同化它,矛盾总是

可以揭示的.如«再别康桥»一些解读文章.一看到是告别,就连篇累牍地大谈“千种离愁,
万重别绪”,诗篇“徐徐打开思绪沉重的闸门”等.但是,到了徐志摩时代交通状况与古代不

可同日而语,离别的母题,已经基本上并不与愁苦必然相联系.这种“离愁别绪”论,完全是

主观意念对作品的硬套.
说是来告别,实际上是来“寻梦”的.梦是不可寻的,实际上就是重温旧梦,享受往日美

好的记忆.“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放歌就是大声歌唱.接下来,又一个层次

的矛盾出现了.“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离别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① 郭沫若:«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１９２０年版,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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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理解这首诗的最为关键的矛盾,也是全诗意脉的高潮:既是美好的,值得大声歌唱的,但
是,又是不能唱.“沉默是今天的康桥”,“悄悄是别离的笙箫.”这是关键的关键,悄悄,是无

声的,而笙箫则是有声的,在英语中,这属于矛盾修辞(paradox),和中国古典诗歌中此时无

声胜有声是一类的效果,这是全诗最为纲领,也是最精彩的一句,无声,是回忆的特点,因为

独享的、秘密的,才是最美妙的、最幸福的音乐.构成的意境是:诗人默默地回味,自我陶醉,
自我欣赏.这种自我体悟,有个特点,是不能公开的,不能和任何人共享的.把这层矛盾分

析透了,就可以回答开头的问题,为什么题目是“再别康桥”,却不是和康桥告别,而是和云彩

告别.因为,云彩是无声的,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还有云知,而云恰恰是无声的.懂得了

这一点,才能更好地理解、体验最后一段:“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手,不
带走一片云彩.”轻轻地来,悄悄地回味和云彩告别,就是和自己记忆无声地告别.为什么是

轻轻的呢? 就是因为和自己的内心、自己的回忆在回味.不是一般的回忆,而是一种隐藏在

心头的秘密.大声喧哗是不适宜的,只有把脚步放轻声音放低才能进入回忆的氛围,融入自

我陶醉的境界.
有了这样的直接分析,如果还要再深入还原一下的话,可以从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关系中

获得资源.此诗,作于１９２８年１１月,当为获悉林和梁思成结婚之后.为什么轻轻、悄悄?
因为过去的浪漫的回味已经不便公开了.值得注意的是,徐志摩的这首诗,写得很优雅,很
潇洒,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没有一点世俗的失落之感,更不要说“痛苦”、“忧愁”了.退一万步

说,就是有一点“忧愁”,也是他在«莎杨娜拉»中所说的“甜蜜的忧愁”,可能是从雪莱的«西风

颂»中的(sweetthoughinsadness)中演化而来,这种潇洒正是此诗的唯一性,他只把过去的

美好情感珍贵地保留在记忆里,非常甜蜜地独享.
用同样的直接分析,直接从曹操的形象出发,就不难分析出曹操的多疑,疑人意图杀己,

乃诛杀人家八口,逃亡路上,又为了自保,又杀吕伯奢.发出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

我的狂言.应该说«三国演义»写曹操的多疑是很有其唯一性的.他的多疑可以说是多方面

的,但又是统一的,最后又死在多疑(不相信神医华佗)是相当单纯的,但是,没有陷入单调、
单薄.因为,他的性格当中隐含着矛盾,还有不疑的一面.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备是他身边

最大的定时炸弹.刘备在曹操身边装成没有政治野心,麻痹曹操.曹操身边的一些谋士,几
度让曹操杀掉刘备,但是,曹操很自信,对刘备不疑.在青梅煮酒论英雄一节,刘备听到曹操

说他是英雄吓得把筷子都丢了.慌忙之中辩解说闻雷而惊,曹操被麻痹了:英雄居然怕打雷

的啊! 更放松了警惕.后来终于机会来了.有一路人马需要去攻打,刘备说,派我去吧.曹

操这个多疑的人居然不疑了,给他五千兵马.命令一发出去,曹操身边的谋士程昱、郭嘉就

说,不行啊,去了肯定不回来了.于是赶快派五百人马去追.当然,刘备不会回来.谋士就

说,刘备心里有鬼.曹操觉得自己既然决意放他走,就只能是正确的,他不怀疑自己的才能,
就说:“我既遣之,何可复悔?”曹操多疑的特点之所以深刻,还因为它和对自己才能的不疑是

紧密相连的.虽然多疑,但是他对自己的计谋、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水平、自己的雄才大略是

毫不怀疑的.
曹操的多疑和不疑,是矛盾的,又是有机统一的,其中包含着相当精致的内在逻辑.他

的多疑是疑别人,他的不疑是迷信自己,而且很顽固,不怀疑,就不怀疑到底,就是错了也错

到底.很明显,曹操的不疑的实质就是绝对相信自己,就是兵败华容道,狼狈逃窜,发现两侧

高山,为伏兵之险要,乃以孔明疏失未有伏兵,仅此一点不如自己之高明,乃大笑.其自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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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危机中之自得,极端矛盾又高度的统一.此乃曹操形象不朽之根本原因,后世小说写政

治领袖,即如«水浒»之写宋江,逊色多矣.至如«红楼梦»中之贾政,虽然算不上政治人物,但
就人物而言,亦未达曹操之丰富深邃.

分析之难,难在没有切入口,不得其门而入.不管是意象、意脉、意境,都以客观的事物

和人物的形象出现,莫不是主观情感特征与客观对象特征猝然遇合于规范形式之中,其实,
与原生的生活到了形象中,已经是如吴乔所说“形质俱变”.差异和矛盾就隐藏在形象的统

一之中.直接从形象分析矛盾难度相当大,但是,除了直接分析以外,还有一些揭示潜在矛

盾的办法.首先就是还原.

(二)微观分析之二:艺术感知的还原

作品的现成状态是统一的,但是这种统一是客观生活被作者的情感同化的结果.只有

把形象的原生状态还原出来,二者之间的差异,或者矛盾才能显现出来,分析才有对象.须

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的“还原”和现象学的“还原”,有某种共同之处:现象学不承认任何观

念、现象是绝对客观的,而是经过某种主体同化的.因而要研究一个问题,首先就要把潜在

的成规的观念“悬搁”起来,进行“还原”,目的是“去蔽”,也就是“去”潜在观念之“蔽”.① 而

这里的“还原”,则是为了揭示原生状况与艺术形象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以便进入分析程序.
从日常生活来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敝帚自珍.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抒情

的诗歌形象正是从这日常感知和语言变异的规律出发,进入了想象的假定的境界:“一日不

见,如三秋兮”,“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感知不但有形变和质变,而且有功能的变异:“结庐

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只恐双溪蚱

蜢舟,载不动许多愁”.这就不但是提示了语言形象化的规律,而且揭示了其与日常生活、感
知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本来是两个方面,但是,显性的呈现,只是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是某

种结果(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提示着情感的

强烈冲击的原因.进入分析程序,就要把矛盾潜在方面揭示出来,就须要摆脱被动地接受,
改为主动地在想象中还原,也就是把未经情感冲击同化的原生状态想象出来.因为文学作

品,本来就是一种召唤结构,因而,日常原生经验的唤醒是并不太困难的.但是,把潜意识层

次的自动化触动,化为意识的语言,则是须要主体的审美自觉的优势的.
这种情况,在叙事作品中,就比较复杂,比较隐蔽.晚清夏曾佑对武松打虎真实性质疑,

就须要有精致的辨析能力,对武松见老虎以前和见到老虎以后的心理差异、矛盾,有高度的

敏感.当然,这是比较困难的,这时,历史资源、文献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如参看金圣叹的批

注.又如鲁迅对诸葛亮的“多智而近妖”的批评,如果能对草船借箭等原生史料有所梳理,就
不难看出艺术感觉与生活实感的矛盾,有了矛盾、差异,就不难分析了.有了自觉的还原意

识,发现潜在的矛盾和差异,就有了可操作的途径.许多看来以胡塞尔所说的“自然的态度”
觉得是天衣无缝的,就有矛盾可以分析了.杜甫诗曰:“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

① 胡塞尔首先提出,还原就是对未经考察而相信事实存在的“自然的态度”的怀疑,因而要把一切现

成观念“悬搁”起来,以达到一个绝对的、纯粹的事物的本质.“悬搁”(epoche)来自古希腊怀疑主义者皮罗

的口号“悬搁一切判断”,这并不是否认事物的存在,只是在研究意识的起源时,把它们放进“括号”里,不让

它们起作用,不难看出,胡塞尔所说的悬搁类似笛卡儿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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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稍还原一下,就不难看出在诗的变异想象中,不但空间是可以压缩的,而且时间也是可以

压缩的.杜甫一下子就把唐朝、汉朝间几百年的时间距离,压缩到目力所及的范围里.千载

以来没有读者对李白“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诗句提出质疑.至于李白“黄河落

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更不是生理目力的问题,而是诗人与读者的默契.但是,文学

文本解读学,却要还原出这种默契中潜在的矛盾.无怪乎德国的布来丁格在«批判的诗学»
中把想象称为“灵魂的眼睛”.

(三)微观分析之三:情感逻辑的还原:“无理而妙”

应该说的是,以上所说,还只限于艺术感知层面,而一些直接抒情的作品,光用感觉还原

就不够了.更为深层还原是在情感逻辑层面.情感逻辑是“无理而妙”的,不同于科学的理

性逻辑,只有通过“还原”,矛盾才能显现,从而进入具体分析程序.个人主观情感“歪曲”了,
或者用我的术语来说“变异”了理性逻辑,这种表面上看来是非逻辑的话语才成为深层情结

的可靠索引.
在情感逻辑和理性的矛盾方面,我国古典诗话,可能是在全世界诗学理论上最早发现情

感逻辑与理性逻辑之间的矛盾的,(明)邓云霄、(清)贺裳、徐增(１６１２—?)把“痴”作为诗的最

高档次:涉及了正常逻辑不当如此的意味,这就起了还原的作用,把审美逻辑理性逻辑安排

在现成的对比之中.其实,说得最为彻底,又 最 为 系 统 的 是 出 生 更 早 于 他 们 的 黄 生

(１６０１—?)«一木堂诗麈»卷一“每出人常理之外”,这一切可以充分说明,中国诗歌理论家已

经有了抒情逻辑和理性逻辑矛盾的自觉.
“痴”的本质,是“情痴”.这个情痴的观念,影响还超出了诗歌,甚至到达小说创作领域,

至少可能启发了曹雪芹,使他在«红楼梦»中把贾宝玉的情感逻辑定性为“情痴”(“情种”).
十七世纪是我国古典诗论的发展的高潮,吴乔(１６１１—１６９５)在«围炉诗话»卷一中引用他的

朋友贺裳(１６８１年前后在世)的话又发展出“无理而妙”的命题.“无理”,是还原出通常的

“理”的结果,是“无理之理”,“是于理多一曲折”.有了这样的矛盾的还原,就不难对之加以

彻底的分析了.同时代的徐增,尝试以李益诗(“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
与弄潮儿”)为例作出回答:“此诗只作得一个‘信’字.要知此不是悔嫁瞿塘贾,也不是

悔不嫁弄潮儿,是恨‘朝朝误妾期’耳.”这就不但分析了矛盾,又分析了二者(恨与爱)主导方

面是爱,还分析出了正是深层的爱是转化为表层的恨的条件:“信”.恨什么呢? 恨商人无

“信”,没有准确的归期,误了她的青春.这里解读的就不完全是“理”,而是一种“情”.从

“情”来说,这个“恨”,是长久期待“信”的反面,这个期待其实是爱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也有道理,不过不是通常的理,其中包含着矛盾,因为太期待,太爱,反面变成了“恨”,这是爱

的理,和平常之理相比,是逻辑的悖逆,可以叫作“情理”.
通常的理,简而言之,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因为嫁给商人,行踪不定,所以常常

误了她的期待.因为船夫归期有信,所以还不如嫁给他.这仅仅是表面的原因,即通常之

理.在这原因背后,还有原因的原因.为什么发出这样的极端的幽怨呢? 因为期盼之切.
而这种期盼之切、之深,则是一种激愤.从字面上讲,不如嫁给船夫,是直接的、实用因果关

系,而期盼之深的原因,其性质则是情感,是隐含在这个直接原因深处的.这就造成了因果

层次的转折,也就是所谓“于理多一曲折耳”.
其实,所谓“理之所有”,正是情之所在.无理而有情的理论,产生在十七世纪的我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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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世界上是相当先进的,比之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纪之间的英国浪漫主义理论家赫斯立特

(１７７８—１８３０)诗的想象变异理论,雪莱(１７９２—１８２２)在«为诗一辩»中的“诗使他触及的一切

变形”,要早出一个多世纪.令人不解的是,这个宝贵的理论遗产,就是今天也没有得到应有

的重视.
这种情感逻辑的还原,事实上,是属于价值的还原,把情感看成绝对化的,在诗歌中,是

超越时间空间,在叙事文学中,则表现为把情感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如林黛玉明知劳心伤

神,威胁生命,仍然不顾一切;安娜卡列尼娜因为感到伏隆斯基情感不够集中,就以自杀惩

罚他,让他后悔.«雷雨»中的繁漪,为了情感,不顾道德,不惜乱伦,都是审美价值的极端,不
能简单以坏女人视之.善恶乃实用理性,非审美价值.

人真动了感情就常常不知是爱还是恨了,明明相爱的人偏偏叫冤家,明明爱得不要命,
可见了面又像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互相折磨.陆游«示儿»曰:“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

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抒情逻辑上自相矛盾,像陆游这样明显,从
艺术水准上来说,也不算是高的.更高的应该是李商隐的«锦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

时已惘然”,本以为这种感情可以等待,也就是在未来得以实现,但是,又就是在当时,早就知

道是惘然的,也就是没有未来的.这类些旷世杰作往往把抒情逻辑的矛盾,用高度艺术技

巧,包括典故,深藏得隐隐约约,使得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五里雾中意会其微妙,但是,要把

这种微妙的精彩说清楚,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又把时代最高的智慧奉献在解读的祭坛上.

(四)微观分析之四:古典的情景交融和现代的情理交融

当然,无理而妙,主要是抒情的,但是,并不是永恒的,这是因为艺术形式规范又是开放

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的,等到中国新诗古典美学原则走向式微,受到现代派诗歌的美

学原则冲击的时候,“无理”的形态,就不完全限于抒情,而且也是表现理性的.无理的表层,
隐含着的就不是感情的“痴”,而是更高层次的理性洞察.北岛的«回答»的经典性就在于,在
中国新诗从古典浪漫阶段向现代阶段过渡:“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

铭.”这样的写法,逻辑的跨越到了颠倒的程度,用古典的“痴”来解读是困难的.这首诗写于

１９７６年春天“天安门事件”之后,时代本身就是是非颠倒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只
有卑鄙的人才能通行无阻;“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非常高尚的人,为了信念不怕牺牲的

人,反而被摧残,甚至因此而牺牲.“看吧,在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好多

人倒在了广场上.直接说倒在广场上,是散文的写实;说广场上死者的身影倒映在夕阳照耀

的天空上,在地面上看不见,在天上有目共睹,是诗的想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

雷的回声”,这不是疯了吗? 你讲的那一套我都不相信,连天是蓝的都不相信.也就是说,普
遍共识的东西,流行的东西,都是假的.“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梦”就是未来的期待和向往,
是理想,不是假的.天空是没有遮拦的,也是遮拦不住的.那星星,“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你不懂的,象形文字很难懂,五千年后会有人读懂.星星就是未来人的眼睛.这样的想象,
虽然比古典的“痴”更为怪异,但一点也不做作,不矫情;虽然很隐晦,但很深刻.这完全是以

一种崭新的情理交融的美学原则,站在历史的高度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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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宏观分析还原:历史语境和母题

对文本唯一性来说,微观分析固然相当关键,但是,也有相当局限,过分拘泥也可能只见

树木不见森林.一切事物固有的性质固然在其内在矛盾之中,但是,内在矛盾又与外在语境

密不可分.从理论上来说,对一切对象的研究的最起码的要求就是把它放到历史环境里去.
不管什么样的作品,要作出深刻的分析,必须放到产生这些作品的时代(历史)中去,还原到

产生它的那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艺术的气候中去.但是,历史背景是分层次的.政治

和经济状况的背景,毕竟是外部的,因为对于不同作家都是一样的.历史的还原,必须还原

到作品的唯一性中去,因而微观分析的最后不能不与宏观分析结合起来,也就是要放到宏观

的历史语境中才能达到最高最深的层次.艺术感知还原、逻辑还原和价值还原,都不过是分

析艺术形式的静态的逻辑的方法,属于一种初级的、入门的方法.入门以后对于作品的内容

还要有动态的分析,因而须要更高级的方法,就是“历史还原”.不管什么样的感知、逻辑和

价值,都是离不开历史的.都不能不包含在历史的还原之中.最为常见的是作家特殊的精

神史.在中国有几千年的“知人论事”的传统,用作家的生命遭遇来说明作品的特征,虽然也

有过穿凿过甚的偏颇,但是,也有相当合理的成分.在李白的«下江陵»,“千里江陵一日还”,
“轻舟已过万重山”表现的是李白归心似箭,很难离开他的生命中一次重大的危机和突然的

转折.那就是参与永王璘幕府,永王失败,李白系狱浔阳,被判流放夜郎,李白在政治上、道
德上几近破产,据杜甫诗曰,弄到“世人皆欲杀”的程度.幸而中道遇赦.因而才兴奋到有实

际上绝对不可能的速度和安全感知.当然,这样的传记式分析,可能并不是最深刻的,而且

弄得不好会陷入中国古典诗话所谓“穿凿”和美国新批评所谓“意图谬误”的歧途上去.
但是,还原到历史语境中去,焦点还在于还原到当年的文学语境中去.困难在于,语境

是浩瀚的、纷纭的,对于具体分析来说是缺乏操作性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把作品放在同一

母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考察.因为同一母题提供了现成的可比性.通过历史母题的还原和

比较,就不难超越作家精神史的局限,梳理其在母题系列中的定位,从而发现其在母题史中

的突破或倒退了.关键是内在的、人物内心情智探索和表现的进展,比如,将武松打虎还原

到英雄母题中去:从力量和勇气来说,他是超人的;但是从心理上说,他又是平凡的,和一般

小人物差不多,英雄化和平凡化统一了,分析到这个层次,可以说,已经相当有深度了.但

是,如果把它放到中国古典小说对于英雄母题中去,就可能发现,这对于早于«水浒传»的«三
国演义»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在«三国演义»中,英雄人物是超人的,罕见平凡的一面的.面

临死亡和磨难是没有痛苦的,夏侯惇眼睛中了箭,大叫一声,连眼珠都拔出来,作家并没有写

到他的疼痛感.关公之刮骨疗毒,虽然刀刮出声音来,他仍然面不改色,没有武松那种没有

见老虎,大吹其怕老虎的不是“好汉”,见了老虎就出冷汗,活老虎打死了,死老虎却拖不动的

局限,也没有下山以后,见了两只假老虎,信以为真,就有点悲观失望(“此番罢了”)心理.
«西厢记»中“赖简”一折之精彩,还原到爱情母题史中,就比较易于分析出其突破.莺莺

明明爱上了张生,主动写诗约人家跳墙来幽会;但等人家来了,却把人家大骂一顿轰走;人家

垂头丧气走了,她又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虽躲躲闪闪,终于还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了.这不

但在中国戏剧文学史上对一见钟情的模式生死不渝是一个伟大的独创,而且在世界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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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是一大突破,其对女性心理表层和深层的矛盾的揭示,比之晚他三百年的莎士比亚

(１５６４—１６１６)笔下的朱丽叶的精神层次要深刻多了.在王实甫以前甚至以后的中国的戏剧

和小说中,爱情常是美化、诗化、浪漫化的,也就是绝对化地不变的.美好的爱情总是善的,
但是王实甫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却是另一种奇观:虽然是不守信用的,美和善错位了却是深刻

的.如果崔莺莺很善,很守信用,把人家约来了就和人家好上了,那还有什么好看,有什么性

格之美的发现和创造呢? 当然,从爱情母题的发展中看,«西廂记»也不是没有败笔,那就是

追随董解元,把元稹小说原作«莺莺传»中的张生后来把崔莺莺遗弃了改成了大团圆的结局,
那在当时就滥俗的公式.«简爱»把英国小说传统中美人与高贵男性的爱情变成了相貌平

平的女人和一个瞎了眼睛的男人终成眷属.所有这一切对母题的突破,都是文本唯一性的

索引.
文本的特殊性、唯一性,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在层层具体分析中,步步紧逼的,第一层

次的具体分析,得出的结论,有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暂时式定义,后续的每层次的分析,都使

其特殊内涵递增,也就是定义的严密度递增,层次越多,内涵愈多,则外延愈少,直至最大限

度地逼近唯一文本.
文本特殊的唯一性只有凭借这样系统的层次推进,才有可能逼近,解读的有效性才有可

能提高.不论是反映论还是表现论,不论是话语论还是文化论,不论是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

化还是美国新批评的悖论、反讽,无不囿于单因单果的二元对立的线性哲学式的思维模式,
文学解读的无效、低效似有难以挽回之势.西方对之徒叹奈何,时间已长达百年之久,居然

发出文学并不存在的咄咄怪论,文论危机到如此严峻的生死存亡地步,为两千年来所未有,
而举国论者不察于此,却执着于对之作疲惫追踪,殊不知,此乃天赐良机,正是我们结束百年

来对西方文论洗耳恭听的历史,从西方人失足的地方出发,凝聚起民族最高的智商,建构自

己的文学文本解读学,在思想的奥林匹克竞赛中,在西方人世袭的领地争一日之长短.
我们的任务,不但是要建构文学文本阅读学,而且要在文学创作论和文学阅读学的基础

上建立起挑战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学派的叙事学.

TheCrisisofWesternLiteraryTheoryandtheConstruction
oftheStudyofLiteraryTextReading

SunShaoＧzhen
(FacultyofArts,FujianNormalUniversity,Fuzhou,Fujian３５０００７)

　　Abstract:Lowefficacyorineffectivenessintheinterpretationofliterarytextsis
threateningthelegitimacyofliterarytheories．Westernliterarytheoriesusuallypursue
philosophicaluniversalism withhighabstractnessandeventranscendentalism,ignoring
thespecificityanduniquenessofliterarytexts．Thedualisticoppositionbetweenthe
subjectandobjectintraditionalphilosophydoesnotcorrespondtothe３dimension
structure:(subjectＧobjectＧform)inliterarytexts．Westernliterarytheoriesarealso
defectivein thatthey take definitions and schemes ofideas as a guidelin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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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y,suchthatsomeextremistsevendenytheexistenceofliterature．Thekeyto
aneffectiveinterpretationofliterarytextliesintherecognitionthatliterarytextarea
solidthreeＧlevelstructure:highlevelimages,midＧlevelsentimentstringsandlowerＧlevel
normalforms．Thetaskofliterarytextinterpretationistorestorethespecificandunique
codesthatusedtogoingunnoticedinliterarytheoriesthroughamultispecificanalysis．

Keywords:literarytexts,interpretation,３dimensionstructure

(学术编辑:杨春时)

孙绍振,男,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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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视阈中的“五四”新文学
———“五四”新文学的文化意义

黄　健

(浙江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摘要:中国新文化运动对“五四”新文学的生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特点之一就是使新文

学一直都将新的意义重构作为自身发展的动力,并由此把自身的生成与发展建立在“一时代

有一时代之文学”的历史进化链条上,使之获得广阔的生长空间和合理合法的文化审美依

据.其文化意义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对现代意识、现代观念和现代价值标准的建构思想.同

时,这也是“五四”新文学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期里迅速取代古典文学,占据中国文学的中

心位置,开创中国文学发展新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新文化;“五四”新文学;意义重构;现代性

一

E．卡西勒在论述西方启蒙思想时曾经指出,要想了解它的真正性质,就“只有着眼于它

的发展过程,着眼于它的怀疑和追求、破坏和建设,才能搞清楚它的真正性质.这整个不断

起伏的过程是不能分解为个别学说的单纯总和的”①.同样,在对“五四”新文学进行意义的

探寻时,也只有将其置于整个新文化视域中,着眼于将它作为一个整体,着眼于其自身范式、
观念、功能在进行现代转换和意义重构过程中的相互关联、相互矛盾和相互转换的内在机

制,才能够真正地把握住“五四”新文学的整体价值和整体意义.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利用从近代西方文化思想库舶来的两大思想武器“德先生”

(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来反叛传统,重构新的意义世界,是民国时期文化转型

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特征.陈独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
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导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

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②将意义的重构落实

到带有终极信念的价值理性层面上,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旨意是试图在意识形态建构当

中重新寻找失落的终极关怀,重构新的价值与意义,以支撑起走向现代化的现代中国人的价

值世界和意义世界.就像胡适在反驳当时流行的“西洋文明是物质的,东方文明是精神的”

①

②

[德]E．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３页.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５日«新青年»第６卷第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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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调时所指出的那样:“人们用思想作为工具,运用科学方法,利用、征服、约束、支配周围的

环境,使生活能力变得格外自由和强大,生活的色彩也随之丰富起来.”①在失去传统的“仁”
一类终极关怀统领人生意义的特定时代,在“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层面上重构意义,用胡适

的话来说,就是要“必须抛弃从前种种玩意儿的‘哲学家的问题’,必须变成解决‘人的问题’
的方法”②,树立“科学的人生观”.胡适对“科学的人生观”的意义界定是:“第一拿科学做人

生观的基础;第二拿科学的态度、精神、方法,做我们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方法”③,做到:“信
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人的乐国’.我们不妄想

做不死的神仙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活泼健全的人.我们不妄想什么四禅定六神通

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有聪明智慧的可以戡天缩地的人.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

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人的将来是不可限量的.我们也许不信灵魂的

不灭了,我们却信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④应该说,将现代人的人生意义、终极关怀

建构在“科学”层面上,的确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人生观在道德层面所构筑的意义.从历

史发展的维度上来看,它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体现了近代启蒙主义以科学理性为主导的

人生理想的建构思想.
但是,在科学理性层面上建构新的人生意义和确立人生终极关怀,在近现代中国特定的

历史文化语境中,则又存在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如何超越科学理性的工具理性的束

缚,进入价值理性层面,摆脱传统的“一元论”思维模式的局限,做到现代文化所要求的价值

体系与知识体系、意识形态彼此相对独立,各有各的功能、范畴和逻辑体系,又彼此相互关联

那样,使意义的重构能够为现代中国人建立一个富有生命超越意义的终极关怀.⑤ 遗憾的

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意义重构,倡导“科学的人生观”却未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虽然

各种学说相互杂糅,能够在反传统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但无法形成一个有力的、完整性思想

体系,为建立制度化的社会和新文化发展提供理论基础.而是“既要冲破理学的束缚,解放

人的感性世界,又要重建人的价值信仰,还要引进现代的知识、方法论.在这样艰难的背景

下,再加上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一元论思想模式’作祟,中国现代文化的分殊化始终不会得

到彻底的完成.知识系统道德化、政治化,不能严守‘价值中立’的立场;伦理系统又政治化,
受到严重的意识形态污染;反过来意识形态又道德化,往往以善恶标准替代历史或政治的合

①

②

③

④

⑤

胡适:«实验主义»,转引自:«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３年版,第

１６５页.
胡适:«实验主义»,转引自:«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３年版,第

１６３页.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葛懋春、李兴之编«胡适哲学思想研究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１９页.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转引自«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６８页.
帕斯卡尔就认真区分了意义世界的三种不同体系的秩序,认为“客观世界感性的秩序”、“思维世界

理性的秩序”和“心灵世界精神的秩序”,分别由文化的三个体系来对应.这三个体系就是意识形态、知识

体系和价值体系.近代西方自文艺复兴之后,就开始将文化的这三种体系进行分离,最终使近代西方文化

完成了从神学的一统到多元分殊的历史性转变.参见[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９~３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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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尺度.客观知识、伦理价值、意识形态三者互渗,甚至三位一体.”①这样,“科学的人生

观”就难以解释人的心灵困惑,难以与世俗的精神形态拉开距离,难以获得生命超验意义的

支持,特别是“五四”时期只专注意识形态的意义建构,这样就不能不造成意义重构当中的思

维上和自身结构上的某种“混乱”,导致意义生成逻辑起点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和理

论结构体系的不完整性(Fragmentation)的现象发生,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后续发展,增添了

历史的难度和精神结构的复杂性.
同时,在“五四”时期,一部分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意义重构中,表现出了浓厚的文化守成

主义的倾向.他们干脆否定了新文化的“科学人生观”,认为不能解决中国人的人生观问题,
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张君劢就宣称,科学之新学并不能解决人生与道德的问题,内心

修养的精神文明“唯在新宋学之复活”,②他认为:“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之

于己,而决不能以他人之现成之人生观,作为我之人生观者也.”③另一代表人物杜亚泉在儒

学遭到冲击而引发震荡时仍坚称:“确信吾社会中固有之道德观念为最纯粹最中心者.”④其

实,新儒家中的许多人士对西学、西方文化都有相当多的了解,但他们在价值取向上,在意义

世界的建构上,却对西方的价值观、文化理念,以及受其影响而出现的新文化、新思想等持排

斥的态度,对历史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也多持怀疑的态度.他们坚持儒家伦理的普遍性,认为

只有儒家经典才是人生经典学说,即像章士钊所指出的那样:“物质上开新,道德上复旧.”⑤

面对西方文化和新文化的挑战,新儒家是在对儒家经典守成的基础上作出的本能反应,基本

上是沿着回溯宋明理学的导向重建现代中国的意义世界.新儒家将儒家的伦理价值体系与

社会政治体系相对分离,在以道德为本的价值取向上重建现代中国独立的意义世界,其中有

的以陆、王的心性之学作为重建的价值资源,有的将包括儒释道在内的东方文化作为价值源

头,指出中国的儒学心性之学和儒释道中的人生教义,应是现代中国人的“内在超越的信

仰”,因为“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道德秩序即是宇宙秩序”.⑥ 在中国文化置于世界性冲

突,儒家文化遭遇新文化猛烈批判而日显衰败的情形下,新儒家以中国文化的捍卫者和儒家

文化坚定的守成者,坚持固守传统,努力开拓,并且身体力行,以道德人格的力量实现心中的

理想,悲壮地谱写了中国文化史的可歌可泣的篇章.但是,由于价值观念未能实现现代性的

转换,新儒家所做的这一切就未能在适应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当中,将它的文化主张落实成为

社会化、制度化、世俗化的文化整合形态.虽然新儒家在学术的意义上构造了一个精细的价

值体系和较完整的意义世界,然而它却无法走向现代化,无法适应变化着的社会发展.特别

是面对来自西方文化的科学理性、民主自由、法治规范等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因素,新儒家至

少也是无法在实践层面上与之抗衡.不能将自己构造的价值学说和意义世界走进千家万

户,深入人心,获得现代化实践的强有力支持,实际上也就不可能真正地获得自身的发展.
针对新儒家的这一致命缺陷,其代表人物之一的刘述先后来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许纪霖:«寻求意义»,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８５~１８６页.
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１９２３年版,第２５页.
张君劢:«人生观»,«清华月刊»第２７２期.
杜亚泉:«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东方杂志»１４卷４号.
章士钊:«新时代的青年»,«东方杂志»１６卷１１号.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１卷),正中书局１９７３年版,第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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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地方有大贡献呢? 在形而上学方面有大贡献,在终极的关怀上有大贡献,甚至在知识论

与方法学上有大贡献.可是没有一位新儒家提出过一套适合于现代的政治社会的构想,所
做的都是很零碎的东西.”①不能在意义世界为现代中国人提供一整套现代的价值观念,新
的“内圣”打不通新的“外王”,其实也就不可能给予现代中国人以新的人生终极关怀.

二

中国新文化这种价值取向的纷争,至少说明“五四”时期的意义重构,本身是具有复杂性

的.它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只能达成一些相对的共识,即认为对传统的意义必须进

行改造,应该为现代人生努力建构一个新的意义系统.正是这种意义重构的多义性、纷争性

和复杂性,对“五四”新文学的生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特点是使新文学一直都将意义重构作

为自身发展的动力,并努力在新文化的意义视阈中,获得自身意义的重构.所以,中国新文

化的意义重构对新文学的影响是多重的,既有积极建构影响的一面,也有历史局限影响的一

面.新文学将意义的重构作为自身的核心理念和历史任务,把自身的生成与发展建立在“一
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②的历史进化链条上,使之获得广阔的生长空间和合理合法的文化审

美依据,是“五四”新文学观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新文学(现代文学)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

期里迅速取代古典文学,占据中国文学的中心位置,开创中国文学发展新局面的一个重要原

因.但是,它自身的悖论、矛盾性却又使新文学在生成与发展当中,充满着某种吊诡和复

杂性.
置身于新文化运动之中的“五四”新文学,在自身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非常注重将文化

审美作为衡量新文学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价值尺度.胡适曾以诗歌创作为例说:“如果诗不

表达人类痛苦遭遇的呼喊,而只以做美女圣贤的传声筒自满,那么诗便忽略了其应负的神圣

任务之一了.”③所谓文化审美,从文学对意义重构的作用上来说,其涵义指的是文学必须要

表现大到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小到每个民族的个体成员对人生意义的建构,表达建构

新的精神家园的心理情感和思想意识,其目的也是要使新文学在表现人生当中,能够让人充

分地领悟到存在的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审美关怀.正如西谛(郑振铎)所宣称的那样,新文学

应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人类情绪的流泄于文字中的,不是以传道为目的,更不是以娱乐

为目的.而是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的.”他还特别强调:“这种新文学观的建立,
便是新文学的建立的先声了.”④因为从人类精神文化生成的层面上来看,文学是文化母系

统中的子系统,它具有人类精神文化的本质特征,与人的意义系统、心理系统、情感系统、意
识系统等有密切的关系.人类在创造自身的历史当中,也创造了自身的精神文化.文学在

人类精神文化系统中占据重要的位置.钱穆指出,在人类群体生活当中,“文化偏在内,属精

①

②

③

④

刘述先:«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９页.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１９１７年１月１日«新青年»第２卷第５号.
胡适:«中国诗歌中的社会信息»,«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英文版)１９２３年１月号.
西谛:«新文学观的建设»,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１日«文学旬刊»第３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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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方面.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生”①.从文学与文化的系统关联上看,二
者都是作为主体的人在认识和把握世界当中的精神、意志、意识和心灵的反映.在文化母系

统中,文学与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是合而为一的.文学在诸多方面都自始至终都洋溢着文化

的精神.正是在文化母系统中,文学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form)”,②具有不

同于人的一般快感的“文化审美情感”(CulturalAestheticEmotion).因此,探讨文学与文

化的关系,就必须探讨人类精神文化系统中的文学形态、意义内涵、形式结构和艺术特征,并
由此确定文学在人类精神文化坐标系和人类文化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所具有的功能与作用.
与此同时,在文化审美观照中,文学自身的许多特性也将得以充分显现.譬如,除了为人们

所熟悉的文学社会性、文学形象性、文学典型性之外,文学自身的内部结构,诸如文学形式、
文本结构、语言特点、话语系统、传达方式等文学特有的要素,也有着其特殊的审美作用和功

效.文学与人类其他的认识与把握世界的方式不同,就在于文学自身的文学性或曰文学审

美性,是文学性所构成的文学文本、文学形式、文学语言、文学结构等,更多地容纳了人生的

内容,容纳了人的幻想、情感和心理意识,容纳了人的主体世界丰富的精神内涵.文学以想

象和虚拟的方式,形成表意的语言文字认知符号,深刻而细腻地传达出了人的内心感受和对

于世界、对于人生的意义领悟,并最大限度地容纳了不同时代、不同读者所赋予的无穷的“衍
生意”③,从而使文学具有跨越时空的特殊功能.

“五四”新文学受新文化观念的制约,在将意义重构作为自身生成与发展的一条主线当

中,就给予了文学对人类精神诸多领域的高度关注,如文学对道德的关注,对宗教的关注,对
信仰的关注,对社会变革的关注,对个性、自我、主观性的关注,对人生观的关注、对人的存在

价值与意义的关注等等,体现了一种向民族文化性格和心理结构深处开掘的总体走向.尤

其是在中西文化冲突,导致文化转型的特定语境中,“五四”新文学能够自觉地在宽广的文化

审美视野中,把文学对于意义重构的努力,引向文化的深层领域,使新文学能够具有一种探

寻人的存在意义和高度关注人的精神解放、心灵自由的文化审美风采,进而能够最终摆脱

“文以载道”的观念制约,获得超越传统审美束缚的一种新的审美自由.周来祥在论述古典

美学和现代美学的区别时指出,打破古典的“和谐”之美,迈向近现代的“对立”、“崇高”之美,
是古典美与近现代美的根本区别.④ “五四”新文学以激烈的反叛传统的姿态登上历史舞

台,在整个文学创作之中都不同的程度地贯穿了文化冲突和意义重构的时代主题,其审美追

求也充分地显示出了打破古典“和谐”之美,建构近现代“对立”、“崇高”之美的价值理念.像

鲁迅的创作,就是在洞察了几千年封建文化禁锢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人性扭曲的事实,通过

“狂人”在写满“仁义道德”的史书里,发现了历史“吃人”的罪恶.这显然不是那种囿于传统

的伦理审美束缚的“和谐”之声,而是挣脱几千年精神枷锁囚牢,打破平庸麻木、愚昧落后心

理的自由之声,是“对立”、“崇高”之美.与此相关,“五四”新文学基于时代的审美需求,在新

文学的创作理念中饱含了深刻的文化反省和意义重构的命题.“五四”时期的作家,如鲁迅、

①

②

③

④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年版,第１页.
[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６８页.
乐黛云:«展望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更新与比较文学的发展»,«中国比较文学通讯»１９８９年第

３期.
周来祥:«论中国古典美学»,齐鲁书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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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郁达夫、冰心等一大批作家,本身就留学海外,学贯中西,对中西文化有着透彻的认

识和了解,同时,他们又多半是“从旧垒中来,情形看的较为分明”,所以对传统的弊端,也能

够洞若观火,因而“反戈一击”,就能够使新文学对意义重构的表现显得格外深刻.① 如鲁迅

的创作,就着重从国人的精神痛苦入手,充分展现出传统文化禁锢与社会专制对人的心理的

摧残,深刻地揭示出国民性的种种劣根性,表现出具有现代意识、现代观念的先觉者与众多

仍处在昏睡之中的不觉悟者的悲剧性对立.郁达夫的小说,则通过心灵创伤的袒露,通过对

心理扭曲和心理病态的揭示,深刻地反映出历史进程的艰难性和曲折性在人的心灵上的对

应.“五四”新文学的这种创作理念,从总体上说都反映出了“五四”时期人们心理转变的轨

迹,显示出特定时代的精神深度,即在“五四”那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人们往往是以向旧生活

诀别的方式,“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②矢志不移地向新生活迈进,就像德

沃夏克«新世纪交响曲»所表现的主旋律那样,尽管旧的东西总是会出来干扰,出来纠缠,新
的东西也会出现失误,但在与旧的对立当中,更多的则是展现对新生活、新世纪的向往和欢

欣.那激越的乐章,传达出来的那几多的怡美,几多的惆怅,几多的快慰,显示出新旧交替时

期人们心中所特有的那痛苦、复杂、矛盾、欢乐、快慰而崇高的精神之深层意蕴.

三

在中西文化冲突不断深入过程中,随着文化审美视野的开阔,“五四”新文学在反映由新

文化而带来的人的解放,个性解放,主体意识、自我意识觉醒,以及对人的价值与人生意义探

寻的内容时,其文化意义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对现代意识、现代观念和现代价值标准的建构思

想.换言之,也即中国新文学总是善于用现代意识、现代观念和现代价值标准观照现实,把
握人生,力图在一种总体超越的位置上对社会历史、现实人生及自我意识作出深刻的文化反

省和批判,以求获得文学审美理念的质的飞跃.这种情形,使“五四”新文学发展呈现出两种

基本的走向:一是在批判继承传统当中,获得超越传统的现代意识,追求文学的现代性;二是

在吸取近代西方文化养分中,获得与世界文学发展主流相对接的现代意识,追求文学的现

代化.
在第一种发展的基本走向中,人们可以看到,从事新文学创作的作家虽然以激烈的反叛

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但并不是像后来一些人所指责的那样,“五四”完全割断了传统的

文脉,造成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传统的历史断裂.相反,则是在反叛、批判当中对传统有所

择取和有所承继,其目的是力图从中获得扬弃和超越传统的现代意识.③ 以鲁迅为例,尽管

他曾愤激地告诫青年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我看中国

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际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

接触,想做点事.”④但是,鲁迅并不是一个全然否定中国传统的人,不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①

②

③

④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１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８６页.
鲁迅:«热风六十六生命的路»,«鲁迅全集»(第１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６８页.
黄健:«反省与选择———鲁迅文化观的多维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４页.
鲁迅:«华盖集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３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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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这些愤激的文字背后,恰恰是他对中国文化传统、文学传统的一种透彻的认识和了

解,一种熟知和真知.在文学创作里,尽管鲁迅也借鉴了许多外国文学的技巧,但“内骨子”
里仍然浸染着中国式的审美表现意识,如运用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画眼睛”的艺术手法,以
及“白描”艺术手法的现代运用,还有贯穿整个中国文学的忧患意识的现代展示等等,都说明

他的文学观念与中国文学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这种以“破”为“立”,“破”字当头,“立”在其

中的创作思维,也正是一种现代意识的体现.因为在新旧转换之际,旧的传统势力还依然顽

固,新生势力还需要成长空间,不是用“很大的鞭子”打在旧的传统的“脊梁上”,①旧的传统

势力是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实际上,鲁迅提出著名的“拿来主义”主张,就是在现代意

识的观照下,表现出他批判传统和吸收西方先进思想的理性自觉态度.更为重要的是,在超

越传统意识当中,“五四”新文学将现代性的追求,更集中地定位在现代人对以个体性(个
性)、主体性为特征的精神解放、心灵自由的意义诉求上,正如汪晖在论述鲁迅思想特征时所

指出的那样,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作家,都“潜在地存在着一种对人的存在的悲剧性

的感觉,一种力图从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支配下摆脱出来的挣扎感,一种寻找人的真正归宿

的激情”.像鲁迅就“把人的主观结构作为他的广泛的社会历史批判的唯一依据,从而以人

的主观意识为基础设计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蓝图.鲁迅不遗余力地关心人的生存境况

和命运,寻找人的异化的原因与人类的出路.居于他的意识中心的,不是政治与经济的变

革,而是人的主体性的建立及其与人类解放的关系”②.鲁迅“立人”思想的确立,可以说正

是现代人对意义诉求的一种思想表述,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精神彰显.
在第二种发展的基本走向中,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五四”新文学与世界文学发展主流相

对接的态势.无论是文学思潮、文学观念,还是文本结构、语言形式,“五四”新文学都采取了

诸如直接移植、模仿的方式,将外国文学的创作理念和表现形式直接运用于新文学之中.鲁

迅就承认他的小说创作是在“看了百来篇外国小说”之后,获得了创作上的启示.胡适用白

话作新诗创作的“尝试”,也是受到了当时欧美意象派诗歌创作的启发.“五四”时期登上诗

坛,以“伟美挑战之声开一代新诗风”的郭沫若,则是受到歌德、惠特曼等浪漫主义诗歌创作

的影响.在与世界文学发展主流对接当中,“五四”新文学在生成之初,就直接地展示出由文

化冲突而导致对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进行探寻的主题思路.这显示出它与２０世纪人类文

化发展主流相对应的一面.从接受方面来看,这种与世界文化、文学发展主流对接的努力,
既有外在的直接影响因素,也有内在的主动接受的影响,并不是一种偶然性的、零碎性的历

史表象.在这当中,尽管有时还表现为相当的颓唐、虚无、焦灼、迷惘,不时地流露出沉重的

失落感,但这却是一种涅槃式的,对人生意义进行深入探究的精神体现和艺术表现.它或多

或少地触及到现代人的灵魂深处,展现出了在意义重构中所特有的那种不可名状的孤独感、
寂寞感.现代心理学家荣格在描述现代人特征时指出:“一位感知最现代的人,他是一

位伫立在高岗上,或站在世界最边缘的人,他眼前是茫茫一片未来的深渊,头顶上是苍穹,脚
底下是其历史已笼罩着一层原始雾的全体人类.一位道道地地被我们称为现代人者是

①

②

鲁迅曾经反复提到“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的观点.鲁迅:«坟娜拉

走后怎样»、«呐喊头发的故事»,«鲁迅全集»(第１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６４页、第４６５页.
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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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①在“五四”新文学生成之初确立新的主题思路时,需要在思想上深刻认识到先觉

悟者与众多不觉悟者之间业已存在的尖锐对立,以及在心理上承受着由此带来的悲剧感受

和生存体验,像鲁迅那样,深藏着由文化冲突、文化转型而带来的人生忧患意识,承担着“吾
行太远,孑然失其侣,吾见放于父母之邦”②的孤独和寂寞.很显然,“五四”新文学的这

种发展走向,与兴起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文学思潮有着某种精

神上的联系.如果说人们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当中处处都可以感受到由工业文明异化而带

来的现代人空前的孤独感、寂寞感、失落感,那么,在“五四”新文学里也可以同样感受到先驱

者们那种类似的心理感受和精神特征.因为这本身就是现代人自我意识深化和文化心理变

化的反映,其中蕴含着强烈的现代精神.可以说,也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加速了中国文

学的现代化进程,体现了“五四”新文学与世界文学相互关联的一致性.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在两种基本走向当中,“五四”新文学自身内部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并没有由此而消逝,相反,在高昂的情绪背后则是来自时代和自身局限的双重限制性.王富

仁指出,“五四”新文学的产生“并不仅仅由于作家自我审美意识的变化,它是在两种外在的

推动力的推动下产生的:一、它是中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追求受挫后社会改革欲望向文学

艺术领域的转移;二、它是在外国文化和外国文学影响下产生的.这两种推动力都是以理性

认识的方式作用于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学作家的.”③由于外力的作用和理性的推动,“五四”
新文学走的是一条由“理性”推动“情感”深化的道路.这样,由于外来的文化因子和现代理

性发育不够充分,本土化过程过于仓促,传统的理性又完全被抛弃,自身理论建构不完整、不
系统,加上内忧外患的命运多舛,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陷入多重危机的困局.这使得文化冲

突所带来的困惑,更多地表现在深层的文化和精神等层面上,形成“五四”时期人们精神上的

意义失落局面.许多新文化人士为解一时之渴,往往不加深思熟虑地将外来的思想、文化直

接运用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其结果是“食洋不化”,未能将近代西方文化的深层的价值理性认

识清楚.反映在“五四”新文学的生成与发展过程中,就是其深层的悖论运思,从中展现出了

它的历史局限性、精神结构的复杂性和思想发展的矛盾性特点,显示出中国新文化理论体系

建构的缺失.可以说,这种状况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影响到“五四”新文学对思想深度和精神

深度的更高追求与更深刻的表现.
从新文化视阈来审视“五四”新文学发展,不难看出它在与世界文学发展主流相对接过

程中所作的种种努力和种种的精神复杂性,同时也不难看出它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同２０世

纪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五四”新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制约.作为中国

新文化运动先锋的“五四”新文学,其基本历程就是在这种对接、必然联系与制约当中而获得

自身生成与发展的空间的.这使它自身既具有世界文学的内涵,人类精神文化内涵,也具有

自身独特性的文化内涵和思想内涵.它一方面使“五四”新文学能够真正地直面惨淡的现实

人生,如同鲁迅大声疾呼那样:“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

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④肩负起反封建的历史重任,完成文学对民族新文化的

①

②

③

④

[瑞士]荣格:«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黄奇铭译,工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９４页.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１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９页.
王富仁:«中国近现代文化和文学发展的逆向性特征»,«文学评论»１９８９年第２期.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１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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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和对民族文化心理改造巨大工程的“心”的历程;另一方面又在悖论运思当中,袒露出获

得觉醒之后的那种深层次的内心惶惑和精神困惑,尤其是失去意义和终极关怀支持的现代

人生的彷徨心理和非理性的矛盾心境.正是在中国新文化的意义视阈中,人们不难发现,
“五四”新文学的兴起,构成了对古典文学的文化审美形态的扬弃和超越,构筑了向真正具有

现代意义,或最具现代性的新型文学观念、形态、体式进行转变的新起点,也真正地在传统与

现代之间划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完成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价值转换,获得了

自身独立的精神品格和独特的审美理想,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形成了中国

文学史上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

TheMay４thNewLiteratureintheHorizonofNewCulture
———CulturalSignificanceoftheMay４thNewLiterature

HuangJian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ZhejiangUniversity,

Hangzhou,３１００２８,China)

　　Abstract:ThenewculturemovementofChinahadagreatinfluencetothebirthof
newliteratureintheMay４thmovement．Oneofitsfeaturesismakingthereconstruction
ofthenewasthemomentumofdevelopmentofitself,andthusputtingthebirthand
developmentof “literaturebornontime”totheteleologicalchain,sothatthenew
literaturecangetabroadspaceforitsgrowthandareasonablecultureaestheticbasis．Its
culturalmeaningshowsaconceptofconstructingmodernconsciousness,modernideas
andmodernvaluestandard．Atthesametime,itisanimportantreasonthattheMay４th
newliteraturewasabletoquicklyreplacetheclassicalliteratureinarelativelyshort
periodoftime,occupyingthecenterofthe Chineseliteratureandcreatinganew
situationofthedevelopmentofChineseliterature．

Keywords:newculture,May４thnewliterature,meaningreconstruction,modernity

(学术编辑:王烨)

黄健,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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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０年代上海重要文学刊物两种重评
陈子善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摘要:创刊于１９２８年３月的«新月»月刊,作为以徐志摩、梁实秋等为骨干的“新月派”的

代表刊物,改写了中国新文学的版图.本文梳理«新月»的历史,评述«新月»在新诗、散文、小
说、话剧、文学评论和学术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重新为«新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定

位.创刊于１９３２年９月的«论语»半月刊,是“论语派”的代表刊物,以倡导“幽默”著称.本

文梳理«论语»的历史,分析林语堂和邵洵美分别主持的前后期«论语»的不同特色,探讨鲁迅

与«论语»的关系,重新为«论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定位.
关键词:«新月»;«论语»;新文学;幽默

一、«新月»重评

１９２８年３月１０日,一种新的文学杂志«新月»月刊,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新月»创刊

号署“编辑者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发行者上海望平街新月书店”.时隔三十四年后,“新
月派”重要成员梁实秋对«新月»的创刊,有如下深情的回忆:

　　«新月»出版了,它给人的印象是很清新.从外貌上看就特别,版型是方方的,蓝面

贴黄签,签上横书古宋体“新月”二字.面上浮贴一张白纸条,上面印着要目.方的版型

大概是袭取英国的十九世纪末的著名文艺杂志 YellowBook的形式.这所谓的«黄皮

书»是一种季刊,刊于一八九四至九七年,内有诗、小说、散文,作者包括 HenryJames,

EdmundGosse,MaxBeerbohm,EarnestDawson,W．H．Davis等,最引人注意的是

多幅的 AubreyBeardsley的画,古怪夸张而又极富颓废的意味,志摩、一多都很喜欢

它.①

«新月»是新月派同人在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年间汇聚上海之后创办的一份新的机关刊物.新

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新文学流派,尤以倡导新格律诗在文学史上留下

了深刻的印记.而新月派是由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间在北京出现的新月社衍变而来的.这个被

① 梁实秋:«忆‹新月›»,«文学因缘»,文星书店１９６４年版,第２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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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称之为“最初是‘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又从新月社产生‘七号’的俱乐

部”①的北京“一些文人和开明的政客与银行家”②的聚会,以徐志摩于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１日起

主编«晨报副镌»而逐渐转变为以创作新诗为主的新文学同人团体,其鲜明的标志即为１９２６
年４月１日创刊的«晨报副刊诗镌»,«诗镌»由徐志摩主编,闻一多、朱湘、饶孟侃、刘梦苇、
朱大枬等为中坚,而徐、闻、饶三位后来正是«新月»月刊的首任编辑组合.

«新月»是在中国新文学中心南移的背景下诞生的.１９２７年４月,国民党政府定都南

京.在此前后,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小说月报»、创造社机关刊物«创造月刊»都继续在上海

出版;同年１１月,原在北京出版的语丝社机关刊物«语丝»周刊也迁到上海,由已经定居上海

的鲁迅接编;再加上夏丏尊主编的«一般»、曾孟朴父子主编的«真美善»月刊等,上海文坛一

时各种文学流派纷呈,争奇斗艳,热闹非凡.上海取代北京,已俨然成为中国新文学的新的

中心.在此文坛态势下,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为代表的一批留学欧美的作家学者也先

后来到上海,他们不甘寂寞,急于再次发出自己的声音,先开办新月书店,③再创刊«新月»月
刊,也就理所当然.

前期«新月»的灵魂人物是徐志摩,因为为创刊积极奔走组织的是他,创刊后实际编辑刊

物的也是他.梁实秋就曾回忆道:«新月»“编辑人列徐志摩、饶子离、闻一多三个人.事实上

饶子离任上海市政府秘书,整天的忙,一多在南京,负责主编的只是志摩一个人”.④ «新月»
创刊号上的代发刊词«我们的态度»也出自徐志摩手笔,文中批评了“一感伤派二颓废派三唯

美派四功利派五训世派六攻击派七偏激派八纤巧派九淫秽派十热狂派十一稗贩派十二标语

派十三主义派”等作者认定的当时流行的十三种文学派别,然后指出:

　　商业上有自由,不错.思想上言论上更应得有充分的自由,不错.但得在相当的条

件下.最主要的两个条件是(一)不妨碍健康的原则(二)不折辱尊严的原则.

这就是徐志摩揭橥的有名的«新月»“健康与尊严”原则,曾受到左翼文学阵营的批评.
但平心而论,徐志摩本意并非特别针对左翼,而是就当时他认为的新文学文坛上一些较为普

遍的不良现象而言的.
与其他一些大型新文学刊物如«小说月报»、«现代»等有所不同,«新月»的编辑者和发行

者几经变动.据版权页显示,«新月»自１９２９年４月１０日第２卷第２号起,编辑者为“梁实

秋、叶公超、潘光旦、饶孟侃、徐志摩”;１９２９年９月第２卷第６、７页合刊起,编辑者为梁实

秋;１９３０年４月第３卷第２期起,编辑者为罗隆基;１９３２年９月第４卷第２期起,编辑者为

叶公超,发行人为邵浩文(邵洵美);１９３２年１１月第４卷第４期起,编辑者为“叶公超、胡适、
梁实秋、余上沅、潘光旦、邵洵美、罗隆基”,出版者为邵浩文,直至１９３３年６月第４卷第７期

停刊止.同时,«新月»虽曰月刊,自第２卷起出版周期很不正常,版权页所刊出版日期与实

①

②

③

④

徐志摩:«‹剧刊›始业»,«晨报副刊剧刊»,１９２６年６月１７日第１期.
梁实秋:«忆‹新月›»,«文学因缘»,文星书店１９６４年版,第２９３页.
新月书店１９２７年７月１日创办于上海,比«新月»的创刊早了７个月.陈子善:«新发现的新月书

店史料»,«钩沉新月:发现梁实秋及其他»,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６１~１６８页.
梁实秋:«读闻一多»,«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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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出版日期大相径庭;第３卷第３—１２期更不再标明出版日期,至第４卷起才逐渐恢复.①

上述两点,在阅读和研究«新月»时是必须加以注意的.
作为新文学刊物,«新月»在新诗、小说、散文、戏剧和文艺评论众多方面都有骄人的贡

献.如果说新月派文学以«晨报副刊诗镌»为滥觞,那么«新月»就是集大成者了.新诗在

«新月»发表的文学作品中占了很大的比例,特别是在刊物的前期和后期,而且创作与翻译并

重,新格律诗与自由诗并重,理论阐述与中外诗人传记并重.不但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
孙大雨等«诗镌»原班人马不断有新著译发表,更有陈梦家、方玮德、荻荻(何其芳)、曹葆华、
梁镇、沈祖牟、卞之琳、孙洵侯、孙毓棠、臧克家、林徽因、李广田等新诗新锐先后在«新月»亮
相,其中不少成为新月派的后起之秀.② 即便像卞之琳、何其芳、臧克家这些后来诗风大变

的新诗人,他们是在«新月»这样有影响的全国性文学杂志上起步的,也是不争的事实.此

外,«新月»上关于新诗的理论探讨,如沈从文的«论闻一多的‹死水›»,闻一多、胡适关于陈梦

家、方玮德新诗的诗论等等,也值得一提.«新月»为徐志摩主编的«诗刊»的诞生作好了准

备,也为新月诗派的成熟做出了必要的努力,虽然还存在种种不足.正如梁实秋后来所分析

的:

　　«新月»月刊以相当多的篇幅刊载新诗,写诗的人也慎重其事的全力以赴,想给新诗

打一点基础,但是成就有限,仅在新诗发展过程中留下一点涟漪,超越了早期白话诗的

形态,这一点是做到了.写令人能懂的诗,不故弄玄虚,不走晦涩的路子,这一点也做到

了.可是距离建立新诗的典型,还差得远.我觉得«新月»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③

«新月»发表的小说也较有特色.现代文学史上早有定评的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

记»、废名的«桥»下卷两部长篇都是在«新月»连载的,林徽因的«窘»则是她的小说处女作,还
有凌叔华的«小哥儿俩»等一系列短篇、高植的«月»等一系列短篇、冰心的«分»、何家槐的«湖
上»和靳以的«娴君»,甚至徐志摩也亲自披挂上阵,写了«珰女士»(未完)等.叶公超后来在

«‹新月小说选›序»中对«新月»所刊小说的三种倾向作了确切的概括:

　　(«新月»的小说)可以代表民国三十年代的三种趋势:第一,是当时«新月»这般人都

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又对自己的社会正在发生了一种新兴的兴趣.便试图以西洋文

学的技巧,来表现传统社会中人物的真实生活.这些人物的存在性,使我们认识了许多

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种层面.二是在新旧传统交替的情境中,对当时新兴知识阶层

生活态度的批评.谈到这里,便令人想起“讽刺”,在这个集子中的许多小说,都包含着

一些讽刺.例如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便常常讽刺.还有陈西滢、凌叔华与林徽因或多

①

②

③

王锦泉:«‹新月›月刊出版日期考»,«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８辑,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第３６１~３６６页.

陈梦家编:«新月诗选»(１９３１年９月新月书店初版),收入徐志摩、闻一多、孙大雨、朱湘、邵洵美、
方令孺、林徽因、陈梦家、方玮德、梁镇、卞之琳、俞大纲、沈祖牟、沈从文、杨子惠、朱大枬、刘梦苇的诗,除了

朱湘和已经去世的最后三位,其余诗人都在«新月»上发表过作品.
梁实秋:«略谈‹新月›与新诗»,«联合报»副刊,１９７６年８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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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少也有.他们有时是对一般的,有时则是对受西方教育回来的新兴知识分子,这也使

我们认识了当代中国社会的许多层面.三是表现了当时的青年人对社会与传统的反抗

态度.①

«新月»发表的散文同样名家与新锐荟萃,值得注意.徐志摩的«浓得化不开»、«死城»等
篇自不必说,胡适的«名教»、周作人的«穷袴»、俞平伯的«中年»、叶公超的«小言两段:扑蝴

蝶、谈吃饭的功用»、废名的«纺纸记»、秋心(梁遇春)的«又是一年春草绿»、陈梦家和方令孺

的«信»、储安平的«豁梦楼暮色»、常风的«那朦朦胧胧的一团»,以及周作人的«志摩纪念»、郁
达夫的«志摩在记忆里»、方令孺的«志摩是人人的朋友»等一组感人至深的悼念徐志摩文,都
是各具风格的佳作.特别是连载的胡适«四十自述»,开了新文学家撰写自传的先河.而梁

实秋不但发表了«绅士»、«纽约的旧书铺»等已具“雅舍小品”雏型的散文,而且还发表了«论
散文»、«谈志摩的散文»两篇重要评论,对白话散文从理论到创作实践颇多发挥,他提出的

“志摩的散文在他的诗以上”②的观点尤具启迪.
以往的论者往往忽略«新月»在现代话剧方面的建树,其实新月派自余上沅主编«晨报副

刊剧刊»起,③就对国剧和现代话剧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而«新月»第１卷１２期中,几乎每

期都刊登话剧剧本和研究戏剧、评论话剧的文字.推介莎士比亚和奥尼尔、品评元曲«梧桐

雨»之余,徐志摩、陆小曼合作的五幕剧«卞昆冈»、欧阳予倩的五幕剧«潘金莲»也先后揭载.
以后的«新月»对独幕剧这种短小的话剧形式情有独钟,既接连发表顾仲彝、李青崖、马彦祥

等的译作,也不断推出丁西林、陈楚淮的创作.尤其是陈楚淮,他是«新月»一手培养的话剧

新锐,«新月»先后发表了他的三幕剧«金丝笼»、四幕剧«韦菲君»,独幕剧«药»、«桐子落»、«浦
口之悲剧»、«骷髅的迷恋者»等,可谓不惜篇幅.陈楚淮的话剧成就长期被埋没,有待重新研

究和评价.
当然,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在«新月»中也占着显著的位置.在中国古典和近代文学

研究领域里,胡适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在“红学”研究上自有其划时代的意义,闻一多

的«庄子»、徐志摩的«‹醒世姻缘›序»、中书君(钱锺书)评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篇也

颇为重要.刘英士负责的“书报春秋”和叶公超、梁遇春负责的“海外出版界”两个一直固定

的专栏也是学术视野开阔,评介海内外新版书刊时有洞见.更必须一提的是,自１９３０年１
月第２卷第６、７期合刊发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开始,梁实秋在

«新月»上与鲁迅及左翼文学阵营正式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梁实秋先前曾撰文高度评价鲁迅

的杂文,④此时却“批评了鲁迅,这些文字发表在«新月»上”,梁实秋后来回忆道:“这只是我

个人的意见,我并不代表«新月».”⑤这场论战是１９３０年代自由主义文学家与左翼文学家第

一次较为全面的驳难,涉及文学有否阶级性、文学作品应否表现“普遍的永久的人性”、文学

①

②

③

④

⑤

叶公超:«序»,«新月小说选»,雕龙出版社(台北)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３页.
梁实秋:«谈志摩的散文»,«新月»,１９３２年１月第４卷第１期“志摩纪念号”.
余上沅主编的«晨报副刊剧刊»１９２６年６月１７日借«诗镌»地位创刊,同年９月２３日出版第１５

号后停刊.
陈子善:«研究鲁迅杂文第一人———梁实秋»,«钩沉新月:发现梁实秋及其他»,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

版,第１６９~１８２页.
梁实秋:«忆‹新月›»,«文学姻缘»,文星书店１９６４年版,第２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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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革命、文学与宣传、文学与道德、文学与大众、如何看待“无产阶级文学”、如何翻译文艺理

论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撇开双方都有意气用事这点不谈,梁实秋提出的“拿货色来!”的诘

问,①倒是值得深思的.这场论战双方各持己见,各不相让,虽以梁实秋离沪赴青岛大学执

教后暂告一段落,但影响极为深远,至今仍为海内外论者所不断评说.
尽管文学是«新月»的主干,但«新月»并不是一个纯文学杂志.梁实秋后来特别指出:

“«新月»是一个综合的刊物,一般思想与文艺并重.”②«新月»创刊号固然是清一色的文学,
文学评论、创作(包括新诗、小说和散文)、翻译及文学史考证等,各体皆备,但一个月后出版

的«新月»第１卷第２期马上刊出潘光旦的论文«德日尼族性相肖说»,这就说不上与文学有

多大关系了.以后学术思想方面的文章陆续有所增加.综观总共四十三期的«新月»,所谓

“一般思想”真是十分丰富,先后发表了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教育学、法学、
经济学、人口学、优生学、语言学、文字学和海外汉学,乃至物理学等方面的论文和译著,堪称

琳琅满目,蔚为大观,更不乏真知灼见.这么多被忽略的颇有价值的学术文化资源,还有待

相关学者发掘、研究和评估.
新月派同人作为留学欧美归来的知识分子,不但学有专长,其中一部分还颇有议政的冲

动.他们中“几个朋友”为了“建设一个健康与尊严的人生”,原拟在«新月»“月刊外(这是专

载长篇创作与论著的)提另出一周刊或旬刊,取名«平论»(由评论社刊行)”,③然而此议未

果,从１９２９年４月第２卷第２号起,«新月»就“想在思想及批评方面多发表一些文字如

果我们能知道在思想的方向上至少,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孤单,那我们当然是极愿意加紧一步

向着争自由与自由的大道上走去”④.于是,«人权与约法»(胡适作)、«专家政治»(罗隆基

作)、«论思想统一»(梁实秋作)、«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胡适作)、«知难,行也不易»
(胡适作)、«论人权»(罗隆基作)、«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胡适作)、«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罗
隆基作)、«孙中山先生论自由»(梁实秋作)源源而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体制,
反对“训政”,倡导自由,维护“人权”,呼唤尽快实行法制,前后历时约一年半.⑤ «新月»这一

系列尖锐的言论震动了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招致当局的竭力压

制,⑥从而在中国现代思想和政治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随着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相继离沪,又因“人权运动”讨论引发国民党当局的高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新月»,１９３０年１月第２卷第６、７号合刊.文中说:“从文艺史

上观察,我们就知道一种文艺的产生不是由于几个理论家的摇旗呐喊便可成功,必定要有有力量的文学作

品来证明其自身的价值.无产文学的声浪很高,艰涩难通的理论书也出了不少,但是我们要求给我们几部

无产文学的作品读读.我们不要看广告,我们要看货色.我们但愿货色比广告所说的还好些.”这就是“拿
货色来!”论的由来.

梁实秋:«略谈‹新月›与新诗»,«联合报»副刊,１９７６年８月１０日.
佚名:«编辑后言»,«新月»,１９２９年３月第２卷第１号.
佚名:«编辑后言»,«新月»,１９２９年４月第２卷第２号.
此次讨论文字由胡适亲自编定«人权论集»,于１９３０年１月由新月书店出版,后数次重印.
当时国民党北平、天津、青岛、江苏省和上海特别市党部纷纷“呈请中央”、“缉办胡适”、“查封新月

书店”和“查禁”«新月»及«人权论集»,详见胡适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间日记所录剪报.胡适等著:«人权论集»重
印本附编«当局法令文书»,中国长安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８９~２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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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被认定“累载反动文字”而“密令”“没收焚毁”,①主编罗隆基也曾被捕,②«新月»自第

２卷以后一度陷入低谷,出版断断续续.后邵洵美加盟«新月»,叶公超又接编«新月»第４
卷,力挽狂澜,才较有起色.叶公超还在１９３２年１月第４卷第１期上翻译了英国女作家吴

尔芙(伍尔夫)的«墙上一点痕迹»,这是首次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意识流”小说.但«新月»
毕竟已是强弩之末,坚持至１９３３年６月出版最后一期即第４卷第７期后停刊.

据粗略的统计,«新月»撰稿人总共约１６０余位.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各位之外,还有作

家郑振铎、王鲁彦、庐隐、冯沅君、苏雪林、陈西滢、杨振声、顾一樵、陈铨、毕树棠、李长之、许
君远、赵景深、张若谷、郭子雄、赵少侯、王实味、石璞、莫辰(罗大冈)、杨季康(杨绛)等位,学
者任鸿隽、梁漱溟、吴景超、卫聚贤、朱东润、沈有乾、全增嘏、王造时、王伯祥、闻家驷、吴世

昌、浦江清、刘大杰、李辰冬、余冠英等位,有不少自然是作家和学者身份兼而有之.此外,徐
悲鸿、刘海粟、江小鹣、常玉还有印度诗人泰戈尔也在«新月»上发表过画作.这样强大的作

者阵容,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中是不多见的.从中不难看出,«新月»的大部分作者,当时已

经是或者以后成长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杰出人物.
«新月»总共存活了五年又三个月,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上时间不能说很长,但也不算

短暂了.作为新文学流派重要一支的机关刊物,作为１９３０年代初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编的

主要的文学杂志,«新月»的存在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新月»停刊之后,
胡适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可视作«新月»议政梦想的拓展;叶公超等在北平创办«学文»,
也可视作是«新月»文学追求的再现.总之,都可视为«新月»的延续,新月派的再出发.而今

«新月»留下的这笔文学和学术文化遗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成败得失,也期待

文学史家、学术史家继续深入探讨和总结.
正是由于«新月»具有举足轻重的文学史地位,早在１９８５年６月上海书店就解放思想,

出版了«新月»影印本,虽然当时还是“内部发行”,③但对１９８０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

“重写文学史”无疑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三十年以后的今天,重新影印«新月»公开出版,
又新编总目和篇名索引,使之更为完备,更便于使用.完全可以预期,新影印本问世之后,将
会进一步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学术文化史研究的深入.

二、«论语»重评

距今八十二年前的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６日,上海文坛出现了一份崭新的刊物———«论语»半

①

②

③

１９３０年２月５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致新月书店公函»,«人权论集»重印本,中国长安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第２０２页.

罗隆基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４日被捕,后经胡适等营救当天即被释放.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

感»,«新月»,１９３０年１２月第３卷第３期.
«新月»１９８５年６月由上海书店影印时注明“(内部发行)”,«影印说明»云:“«新月»,月刊,徐志摩、

罗隆基等编辑.１９２８年３月创刊,１９３３年６月出至四卷七期停刊,共出４３期.是研究中国新文学运动中

出现的资产阶级文艺社团新月社的重要资料.影印本合订七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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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刊,主编林语堂.① «论语»的创刊,大大改写了１９３０年代上海的文学地图.

１９３２年１月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由于商务印书馆毁于日本侵略军炮火,中国现代

文学重镇的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改革后的«小说月报»被迫停刊.为了填补这个空白,
短短四个月后,施蛰存主编的大型文学月刊«现代»在上海问世.然而,这毕竟只是一枝独

秀.又过了四个月,«论语»半月刊创刊.再过了十个月,“上海文学社”实为傅东华主编的大

型文学月刊«文学»也创刊了.上海文坛终于形成了«现代»、«论语»、«文学»三大刊物鼎立的

新格局.
对«论语»的创办,当事人留下来不少回忆,大致相同又不尽相同.据«论语»同人章克标

晚年回忆,１９３２年夏天,他与林语堂、李青崖、沈有乾、全增嘏等位在邵洵美寓,“一面纳凉一

面闲话,大家提出要做一本杂志消消闲,发发牢骚,解解闷气,是‘同人’刊物的样子”②.不

过,郁达夫１９３６年２月在接编«论语»时公开说过:“«论语»出世的时候,第一次在洵美的那

间客室里开会,我也是叨陪末座的一个.”③而在更早的时候,林语堂是这样表述的:“«论语»
地盘向来完全公开.所谓‘社’者,全、潘、李、邵、章诸先生共同发起赞助之谓也.”④由此看

来,如果说林语堂、全增嘏、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标、沈有乾、郁达夫等人都不同程度

地参与了«论语»的创办,也许是比较符合史实的.
不管怎样,«论语»和“论语社”应运而生了.“论语”刊名是章克标想出来的,他当时“忽

然从林语堂的姓名‘林语’两字想到了声音相近似的‘论语’,心里想大家不是又论又议,有论

有语? 干脆借用中国人全不生疏的孔夫子的«论语»来做刊名,岂不很好?”⑤封面上的“论
语”两字由林语堂选用郑孝胥的法书,刊物则由邵洵美主持的上海时代书店出版.

«论语»的问世,圆了林语堂的一个梦.其时林语堂在海上文坛锋头甚健,但他与鲁迅、
郁达夫等友人不同,从未编过文学杂志,«论语»的创办,是他主编文学杂志的首次尝试,而且

一炮走红.林语堂之后续编«人间世»,再编«宇宙风»,不能说与«论语»无关,«论语»是他成

功的第一步.
«论语»的问世,也为林语堂提倡“幽默”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林语堂一直是“幽默”的

身体力行者,把英文 Humour译成“幽默”就出自林语堂之手.早在１９２４年５月２３日和６
月９日,他就在北京«晨报副镌»接连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认为“中
国文学史上及今日文学界的一个最大缺憾”就是不讨论、不欣赏“幽默”(Humour).⑥ 因此,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一般认为,«论语»自创刊号起至第２６期止,由林语堂主编.但邵洵美另有说法:“«论语»创刊于二

十一年九月.最先的几期是章克标先生编辑的.后来他为了要专心撰著«文坛登龙术»,于是由孙斯鸣先

生负责.到了十几期以后,方由林语堂先生来接替.”«一年‹论语›‹论语›简史»,«论语»,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１
日第１４２期(复刊周年特大号).林达祖在«沪上名刊‹论语›谈往»(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０页.)
第二章«‹论语›的九位编辑»中也采用此说.

章克标:«‹论语›半月刊»,«章克标文集»(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５９页、第

１６１页.此文中又提到画家张光宇、正宇兄弟,“一定会参加夜晚纳凉谈话会,但他们不写文章”.在另一篇

«林语堂两则»中,他还提到林徽因也在«论语»“开始”时即参加了.«章克标文集»(下册),第３９４页.
郁达夫:«继编‹论语›的话»,«论语»,１９３６年３月１日第８３期.
语堂:«与陶亢德书»,«论语»,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１日第２８期.
章克标:«‹论语›半月刊»,«章克标文集»(下册),第１６０页.
林玉堂:«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晨报副镌»,１９２４年５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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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编«论语»,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论语»半月刊以提倡幽默文字为主要目标.”①

在«论语»最初几期,林语堂在«缘起»、«我们的态度»和«编辑滋味»等一系列文章中反复申明

这个观点.当他把«论语»编务移交给陶亢德时,又对«论语»的性质和编辑方针等作了进一

步的阐释:

　　«论语»个性最强,却不易描写,不易描写,即系个性强,喜怒哀乐,不尽与人同也.
其正经处比人正经,闲适处比人闲适.或余心苦,而人将疑为存意骂老朽,或余心乐,而
人将疑为偷闲学少年.然苦乐我自尝之,不求人理会,人亦未必理会.或有人所视为并

不幽默者,我必登之,或有视之为荒唐者,我必录之.此中景况,惟有神会,难以形容.
大概有性灵,有骨气,有见解,有闲适气味者必录之;萎靡,疲弱,寒酸,血亏者必弃之.
其景况适如风雨之夕,好友几人,密室闲谈,全无道学气味,而所谈未尝不涉及天地间至

理,全无油腔滑调,然亦未尝不嬉笑怒骂,而斤斤以陶情笑谑为戒也.“两脚踏东西文

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最吾辈纵谈之范围与态度也.②

当然,到底什么样的文章才算“幽默文字”,自可见仁见智.纵观«论语»发表的文字,确
实有油滑无聊之作,也决非篇篇“幽默”,如创刊号发表的郁达夫的名作«钓台的春昼»,就是

一篇慷慨激昂、直指时弊之作.但是,如果把自«论语»创刊号起,林语堂所发表的«中国何以

没有民治»、«脸与法制»、«又来宪法»等一系列“论语”专栏杂文,«阿芳»、«萨天师语录»、«上
海之歌»等一大批散文等加以系统考察,或许就会对林语堂如何实践他自己所主张的“幽默

文字”以及可能隐藏在“幽默文字”背后的用意和所指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根据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日«论语»第２期刊出的“长期撰稿员”名单,«论语»最初的作者群

除了发起人,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首先为林语堂«语丝»时期的同人,包括刘半农、孙伏园、
孙福熙、章川岛、俞平伯、章衣萍等,其次为«新月»同人,如刘英士等,还有与林语堂关系密切

的赵元任、谢冰莹等,他们中的大部分确实成为«论语»“长期”的支持者.特别是后来朱佩弦

(朱自清)、丰子恺、老舍等陆续加盟,又推出了写“京话”专栏的姚颖、写“西北风”和“东南风”
专栏的大华烈士(简又文)、老向(王向辰)、海戈、何容,以及徐訏、黄嘉德、黄嘉音、周劭等后

起之秀,作者极一时之盛,以至当时海上文坛流传“论语八仙”之说,③而林语堂晚年忆及«论

①

②

③

本社同人(林语堂):«我们的态度»、«论语»,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６日第３期.
语堂:«与陶亢德书»,«论语»,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１日第２８期.
五知:«瑶斋漫笔新旧八仙考»,«逸经»,１９３７年４月２０日第２８期.文中称:“林语堂氏提倡幽

默,他办«论语»,风靡一时.世人以在«论语»上发表文字之台柱人物,拟为八仙,林氏亦供认不讳.至

去今夏,林氏将赴美,其漫画杂志始有«八仙过海图»,即摩登新八仙也.所拟为吕洞宾———林语堂,张果

老———周作人,蓝 采 和———俞 平 伯,铁 拐 李———老 舍,曹 国 舅———大 华 烈 士,汉 钟 离———丰 子 恺,韩 湘

子———郁达夫,何仙姑———姚颖.此新八仙题名录,亦近年来文坛佳话也.”但«论语»的林语堂、陶亢德时

期(第１~８２期),周作人并未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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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作者,也颇为自得.①

这里有必要简要梳理一下鲁迅与«论语»的关系.林语堂在鲁迅逝世后回忆:“鲁迅与我

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②«论语»半月刊的创办,正值鲁迅与林语堂

第二次“相得”之时.在林语堂主编«论语»一年期间,鲁迅为之撰杂文五篇,即«学生和玉

佛»、«谁的矛盾»、«由中国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
匪”派考古学之一»、«王化»、«“论语一年”»,③以及复读者函一通,这无疑应视为鲁迅对“老
朋友”办杂志的支持,又何尝不可视为林语堂对鲁迅的支持?④ 特别是«王化»一篇,鲁迅最

初投给«申报自由谈»,被国民党当局新闻检查处查禁,改投«论语»,才得以刊出,⑤且编排

在该期«论语»第二篇,可见编者之重视.这种情形与鲁迅另一篇名文«为了忘却的记念»辗
转“两个杂志”“不敢用”,改投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始得刊出,庶几相似.⑥ 如果施蛰存发表

«为了忘却的记念»被视为与鲁迅关系中的一个亮点,传为美谈,那么,林语堂同样冒着一定

风险发表«王化»,不也应给予相同的评价吗?
然而,鲁迅对林语堂在«论语»上提倡“幽默”其实是不以为然的,他在«“论语一年”»中直

言不讳:“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
就是‘幽默’.”鲁迅不但明确表示“我不爱‘幽默’”,而且认为«论语»“要每月说出两本‘幽默’
来,倒未免有些‘幽默’的气息”,但究其实,“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⑦ 尽管如此,林
语堂并不以为忤,照样发表鲁迅这篇“祝贺”«论语»创办一周年的文字.因此,必须承认,在
«论语»前期,鲁迅林语堂仍然求同存异,保持合作,两人的第二次“疏离”,则要到林语堂创办

«人间世»之后.⑧

«论语»创刊号一纸风行,多次重印,以至１９３３年也被称之为“幽默年”.１９３４年１０月,
林语堂因新创办«人间世»半月刊,把«论语»编务交给«论语»的作者陶亢德负责.陶亢德主

编«论语»从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６日第２７期起至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６日第８２期止,他萧规曹随,尽
心尽力,使«论语»稳步前行.因此,从创刊至第８２期,应视为«论语»的林语堂、陶亢德时期.

自１９３６年３月１日第８３期起,«论语»主编再次易人,由远在福州的郁达夫遥领.郁达

夫发表«继编‹论语›的话»,自认是“一个根本就缺少幽默性的笨者”,同时透露“鲁迅先生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林语堂:«姚颖女士说大暑养生»,«无所不谈合集»(上),上海开明书店(台北)１９７４年版,第３０９
页.文中称:“当时«论语»半月刊最出色的专栏就是‘京话’,编辑室中人及一般读者看到她(指姚颖———笔

者注)的文章,总是眉飞色舞.我认为她是«论语»的一个重要台柱,与老舍、老向(王向辰)、何容诸老手差

不多,而特别轻松自然.在我个人看来,她是能写出幽默文章谈言微中的一人.”
林语堂:«悼鲁迅»,«宇宙风»半月刊,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第３２期.
依次发表于«论语»,１９３３年２月１６日第１１期、３月１日第１２期、３月１６日第１３期、６月１日第

１８期和９月１６日第２５期.
即«通信(复魏猛克)»,«论语»,１９３３年６月１６日第１９期.
鲁迅:«伪自由书王化»注释(１),«鲁迅全集»第５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４４页.
施蛰存:«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１２~１１５页.
鲁迅:«“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５８２页.
鲁迅１９３４年８月１３日致曹聚仁函云:“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

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
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
些事等他老了再说.”«鲁迅全集»第１３卷,第１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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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曾和我谈及,说办定期刊物,最难以为继的有两种,一种是诗刊,一种是象«论语»那么专

门幽默的杂志;因为诗与幽默,都不是可以大量生产的货物”.① 郁达夫并未真正“继编”«论
语»,但“难以为继”还得继续,«论语»具体编务自第８３期起就由邵洵美“偏劳”.是年８月,
林语堂离沪赴美,虽然他后来仍时有佳作揭载于«论语»,«论语»的林语堂、陶亢德时期由此

告一段落.到了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６日第１１０期,邵洵美也邀请«论语»的作者林达祖参与编务,
«论语»的邵洵美、林达祖时期就这样开始了.②

在林语堂、陶亢德时期,«论语»设有“论语”、“雨花”、“古香斋”、“月旦精华”、“幽默文

选”、“群言堂”、“卡吞”等栏目,丰富多彩.而且,先后编选了“萧伯纳游华”、“西洋幽默”、“中
国幽默”和“现代教育”(上下)等专号,“萧伯纳游华专号”影响尤其大.到了邵洵美、林达祖

时期,在保持«论语»原有特色的同时,又不断有所调整和开拓.一方面,周作人、梁实秋、施
蛰存等新加盟«论语»,另一方面不断推出新的专号,计有“鬼故事专号”(上下)、“家的专号”、
“灯的专号”等等,不但作者名家荟萃,而且知识性、趣味性和现实针对性兼而有之,均颇具创

意.而邵洵美几乎每期都用心撰写“编辑随笔”,«论语»成为邵洵美倾注心血最多的名山事

业.
抗战爆发,«论语»于１９３７年８月１日出版第１１７期后被迫休刊.这一休就是九年余.

抗战胜利后的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１日,«论语»在上海复刊(第１１８期).复刊后的«论语»仍为半

月刊,除最初五期由«论语»元老李青崖执编外,自１９４７年２月１６日第１２３期起,邵洵美再

次与林达祖搭档编辑,«论语»的邵洵美、林达祖时期得以顺利延续,直至１９４９年５月１日第

１７６期.是年５月１６日出版了第１７７期后,«论语»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而寿终正寝.
«论语»的第二个邵洵美、林达祖时期,同样办得风生水起.不但许多«论语»“旧朋”一如

既往继续支持,沈从文、顾仲彝、徐仲年、赵景深、许钦文等“新友”也加了盟,为人称道的«论
语»编选“专号”的传统也得以发扬光大,“新年特大号”、“癖好专号”、“吃的专号”、“病的专

号”、“复刊周年特大号”、“睡的专号”、“逃难专号”等等,一个接连一个,都编得有声有色.这

些“专号”既关注社会现实,又贴近日常生活,有揭露,有调侃,有嘲讽,有针砭,大受当时读者

欢迎.正如邵洵美自己所揭橥的,«论语»展示“一种写作的态度”,③力求达到站在“老百姓

立场”的“现在我国态度最纯粹的一种定期刊物”的目标.④ 后来的研究者也指出:“邵洵美

最惊人之笔,是敢于在国民政府濒临溃败之际,决然地出一本«逃难专号»(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６
日第１７３期«论语»),向这个末日王朝敲响最后的丧钟.”⑤凡此种种,使复刊后的«论语»又
成为１９４０年代后期上海文坛颇具影响力的杂志,与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和范

泉主编的«文艺春秋»形成新的三足鼎立.
除了中途休刊九年余,«论语»前后存世七年半,总共出版１７７期,而且自始至终都是定

期按时出版的半月刊,这在２０世纪上半叶的文学杂志中是较为少见的.它同时也是２０世

①

②

③

④

⑤

郁达夫:«继编‹论语›的话»,«论语»,１９３６年３月１日第８３期.
林达祖:«‹论语›的九位编辑»和«我与邵洵美»,«沪上名刊‹论语›谈往»,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版,第２０~９１页.
邵洵美:«编辑随笔»,«论语»,１９４７年２月１６日第１２３期.
邵洵美:«编辑随笔»,«论语»,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１６日第１４３期.
谢其章:«序»,«自由谭:邵洵美作品系列编辑随笔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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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上半叶上海出版期数最多的现代文学刊物.«论语»大致分为林语堂、陶亢德时期和邵洵

美、林达祖时期两大阶段,两个阶段既先后承继,又各有特色.«论语»的创刊在当时是异军

突起,又因倡导“幽默”而备受争议,但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办的文学刊物,它还是坚持

了自己的路,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也为现代文学多面相、多样化的

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据１９６０年代的统计,当时国内收藏整套１７７期«论语»的仅有三家图书馆.① 时光荏

苒,而今若要查阅完整的«论语»恐更非易事.因此,上海书店出版社是次影印全套«论语»,
可谓功德无量.希望此举能够推动民国文学期刊资源的发掘,进而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

深入研究.

TheReappraisalofTwoImportantLiteratureJournalsin１９３０sShanghai

ChenZiＧshan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

Shanghai,２００６２,China)

　　Abstract:TheCrescentMonthlythatwasfirstpublishedinMarch１９２８,beingthe
representativepublicationofCrescentSchoolofwhichXuZhimo,LiangShiqiuwerethe
backbones,rewrotethe Chinesenewliterature．Thispaperexploresthehistoryof
CrescentMonthly,estimatesitsachievementsinthefieldsofnewpoetry,prose,fiction,

drama,literaturereview andacademicresearchandrepositionsitsrolein Chinese
modernliteraturehistory．FortnightlyAnalectswhichwasfirstpublishedinSeptember
１９３２andwastherepresentativeoftheLunyuSchoolwasfamousfortheadvocacyof
humor．ThispaperthenalsostudiesthehistoryofFortnightlyAnalects,analyzingthe
differentcharacteristicsbetweentheearlyperiodFortnightlyAnalectschargedbyLin
YutangandthelateperiodchargedbyShaoXunmei,discuss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
LuXunandFortnightlyAnalectsandrepositioningitsroleinChinesemodernliterature
history．

Keywords:CrescentMonthly,FortnightlyAnalects,Chinesenewliterature,humor

(学术编辑:谢泳)

陈子善,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 即上海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和吉林大学图书馆,«１８３３—１９４９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
订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２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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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雅舍小品»四题

龚明德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１０１)

　　摘要:催生梁实秋«雅舍小品»的刘英士当年写给梁实秋的两封旧信等文献,提供了可靠

的具体史实.清理出«雅舍小品»两个权威版本的异文并细化订正权威版本中的误植,使这

部散文小品名著以准确的面目呈现.研究已找到的«雅舍小品»中三篇作品先后文本的变

迁,立体动态地使«雅舍小品»的创作和成熟过程得以生动显示.
关键词:梁实秋;«雅舍小品»;“鲁鱼亥豕”;文本变迁

一、直接相关的两封旧信

如果说一些读书人对刘英士是不很熟悉的,那么梁实秋及其收入了三十四篇散文的代

表作«雅舍小品»①就恰成对照,几乎在读书圈内尽人皆知.其实,把刘英士与«雅舍小品»联
系起来,说他是促使«雅舍小品»诞生并作为这部名著头十篇作品在杂志上规模系列刊发的

“责任编辑”,这个“刘英士”就会不再过于陌生了.
而且,«雅舍小品»卷首龚业雅写于一九四七年六月的«序»中就有这样的史实现场记录:

“刘英士在重庆办«星期评论»,邀他写稿,‘与抗战有关的’他不会写,也不需要他来写,他用

笔名一连写了十篇,即名为‘雅舍小品’.”②龚业雅以“业雅”为笔名写的«雅舍小品»的短序

只有两个自然段落三百字,却是梁实秋«雅舍小品»珍贵的初始史料之一.否则,类似“刘英

士与«雅舍小品»”这些史实细节就很可能被历史风雨淹没.
在龚业雅为«雅舍小品»写的短序一开始,即上引几句的稍前部分,也很重要,是说梁实

秋写«雅舍小品»之先的状况,不妨抄录:“二十八年实秋入蜀,居住在北碚雅舍的时候最久.
他久已不写小品文,许多年来他只是潜心于读书译作.入蜀后,流离贫病,读书译作亦不能

像从前那样顺利进行.”
龚业雅短序中的“二十八年”是民国纪年,就是一九三九年.她在这里说的时间不太准

确,梁实秋到北碚的确是“二十八年”,具体地讲是一九三九年春,但梁实秋“入蜀”即进入四

川的准确时间要提前大半年,是一九三八年夏由汉口到重庆的.退出«中央日报»副刊«平
明»编务后不久,梁实秋就开始了“雅舍”时段.

①

②

梁实秋:«雅舍小品»,正中书局(台北)１９４９年版.
梁实秋:«雅舍小品序»,正中书局(台北)１９４９年版,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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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实秋的“雅舍”时段有两封他写给刘英士直接谈及«雅舍小品»在刊物规模系列发表

史况的书信原件被保存了下来,收在一九九九年三月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印行的«雅舍轶

文»的“雅舍尺牍”中,是手迹和释文对列着排印出来的.
先来看第一封信.

　　英士:我大病几死,热极时不省人事,满口英语,人之将死,其言也洋.«男人»、«女
人»稿费早已领到,且收条亦已补缴,绝无迟误,想必为足下弃置字簏,如须补填,请即寄

下收据可也.兹附上另一收据乞收.光旦未来碚,未得一晤,甚以为憾.我作«新世训»
书评,虽是不经心之作,但因此书评而购原书者颇不乏人,因人皆谓我轻不许人,故言必

非谀也.
弟实秋顿首　四月廿四日①

这封书信中的“我大病几死,热极时不省人事”,正好是龚业雅为«雅舍小品»所作短序中

说的梁实秋“居住在北碚雅舍的时候”之“流离贫病,读书译作亦不能像从前那样顺利进行”
的具体情状.

查找当年的旧刊物,得知梁实秋书信中说的«男人»、«女人»以及“«新世训»书评”都陆续

发表于一九四一年刘英士编的«星期评论»上,可以断定这封书信的写作年份为一九四一年,
月和日便是信末的四月二十四日,

梁实秋的两则小品«男人»和«女人»同时发表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九日«星期评论»第十

期上,所以稿费是作为一笔从重庆邮汇至北碚的.“«新世训»书评”的篇名就是“«新世训»”,
发表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四日«星期评论»第十八期上.

被梁实秋评说的«新世训»,是当时由开明书店刚印出的冯友兰讲述生活方法的一本书.
梁实秋把冯友兰这本新书的“长处”归纳为“作者把各家的学说都能融会贯通”、“他所讲的生

活方法可以相当普遍的永久的适用”和“其基本观点是很正确的”这三条来述说,文章末

尾梁实秋引用“一位朋友”的读后感,加大宣传力度:“这本书应该令大学一年级生每人必读

一遍,最后一篇«应帝王»应该令做领袖的人必读一遍.”引完“朋友”的话,梁实秋以“我完全

有同感”来收束全文.为了不破坏正文的气氛,梁实秋在文末补写了一则三百字的“附注”,
“顺便向作者贡献两点小意见”,即说出«新世训»的两处不足.

不需去读«新世训»这篇书评文字,只读梁实秋这封信的末尾对此文的自评,足见三十六

七岁的人即便是才子梁实秋,也脱不了可怕的尘俗功利心当时,梁实秋在复旦大学临时

校址授课,听他讲课的学生以及熟识他的一些读书人,读了他的书评,会去买一本他宣传«新
世训»来看,是正常的.但梁实秋却自我提升式地认定“人皆谓我轻不许人,故言必非谀也”,
就有点那个了.“人皆”是“人人都”,人人都这么称许,估计不可能的.一笑.

信中的“光旦”即与梁实秋有同窗之谊的潘光旦教授,那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一日在重庆出版的«国风»创刊号上,梁实秋发表了“雅舍小品”«病».潘

光旦在头条位置写了«从办刊物的经验说到潮流与风»,有点儿像是创刊词一类的文字,是不

是«国风»的实际主持人就是他,待考.

① 余光中等编:«雅舍轶文»,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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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读另一封梁实秋的旧信.
毕竟是战争年代,«星期评论»这份周刊,仅仅正常准时地出版了头两期,从第三期起就

开始不能正常准时地出刊.第二期«星期评论»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刊,直至十二

月十三日才出第三期,脱了两期,快成了月刊了.之后,直到此刊停办的一九四二年二月,一
共只出版四十一期.按正常准时出刊的一周一期计算,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二年

二月应该出到近七十期.梁实秋在这封信中担忧的“贵刊久不出,读者均疑有变”,说的就是

刊物不能如期出版,预订的人读不到刊物,久而久之,刊物的订户就要怀疑有变.这是经验

之谈,要知道,梁实秋也是主持过好多刊物如«新月»的编辑家.
不过,仅仅存活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星期评论»虽然只出版了四十一期,却让梁实秋在上

面先后发表了共十篇“雅舍小品”,就是放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台湾正中书局公开印行的«雅
舍小品»前面的十篇作品,平均每四期就有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一篇,其他的文章如书评还

不计算在内.
梁实秋没有写出更多的“雅舍小品”在«星期评论»上发表,除了«星期评论»的不能正常

按期出刊的“外因”,也有梁实秋自身的“内因”,这就是他的健康欠佳不允许他过多执笔.
来做一个小统计:一九四〇年后两个月梁实秋在«星期评论»上发表四篇“雅舍小品”,即

«雅舍»、«孩子»、入集时略为«音乐»的«关于音乐»和«信»;一九四一年整个一年梁实秋在«星
期评论»上只发表了六篇“雅舍小品”.空缺最为长的,是四月下旬到十月.刘英士来信逼

稿,逼出来的“强勉连写两篇”者当为«谦让»和入集时略为«衣裳»的«关于衣裳».好在梁实

秋还算善始善终,在第四十一期即终刊的那一期«星期评论»上发表了«结婚典礼»,该期刊物

出刊时间为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
在«星期评论»存活期间,梁实秋只把“雅舍小品”中的«病»投给重庆的«国风»半月刊,发

表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出版的«国风»创刊号上.这篇«病»写的一些实况,如“我由于一场

病,在医院住了很久”、“我僵卧了许多天”以及“我最近一次病,病情相当曲折”等,就是这封

给刘英士信中所讲“连发疟五次,奄奄一息”的他自己具体真实的生病情状.
欣赏这封梁实秋书信手迹,在笺纸的右方有一句旁批,释文为:“这两篇的稿费大概仅足

我一次发疟的药费,惨.”这句话究其实际内容不是闲杂性质的话,应该当作正文放在书信正

文“两篇呈政”的句号之后,下面是这封书信的完整释文.

　　英士:连发疟五次,奄奄一息,奉来书强勉连写两篇呈政.这两篇的稿费大概仅是

我一次发疟的药费,惨.书评颇想写,但无书,焉得有评? 贵刊久不出,读者均疑有变.
«总统在为和平而努力»一文标题欠妥,总统二字之上必须加一“美”或“罗”字,理由甚

显.十一月中弟当赴渝,盼能一晤.我的小品«孩子»一文,是不是登在第二期,请补寄

一份,土纸本亦可.
实秋顿首　九月十七①

前面刚说的书信笺纸右方一句旁批,当然有嫌稿费太少的牢骚,但不是很熟的朋友,是
不敢这样写的.刘英士,是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的年长梁实秋四五

① 余光中等编:«雅舍轶文»,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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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友人,同为新月派重要成员,曾任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和安徽大学等校教授,有学术著作

«欧洲的向外发展»等公开出版.他担任«星期评论»的主编,就向老朋友梁实秋约稿,促生了

一部散文名著«雅舍小品»的问世.这陆续发表于«星期评论»的头十篇“雅舍小品”,给梁实

秋的散文系列小品创作奠定了基调.初刊时,刘英士都在每篇的篇名之后一律加上括注“雅
舍小品”,也算贯穿到底,是连载规模.

龚业雅在«雅舍小品»的短序中说梁实秋在«星期评论»上“用笔名一连写了十篇”,用的

什么笔名呢?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印行的巨卷«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在
“梁实秋”条目中写及“子佳”的时候后面是“署用情况未详”.这可是一个大笑话,中国现代

文学名著中仅有三十四篇文章的«雅舍小品»,其半数系列篇章规模发表时使用的笔名“子
佳”却不为专业学者知晓,只能说明抗战期间的原始老旧刊物很难见到.

梁实秋用“子佳”笔名陆续在重庆的刊物上规模发表他系列的“雅舍小品”,他的朋友刘

英士在规模发表起始写的«编后记»中说得颇有味道:“«雅舍小品»的作者,据说是位缺乏幽

默的道学博士,文艺写作非其所长.现在林语堂先生既任红十字会要职,亲到美国去为近卫

之流劝募头痛粉了,自无暇为本刊撰述,而鲁迅亦墓木拱矣! 不得已而强于子佳先生勉为其

难,盖亦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之遗意也.读者谅之! 子佳姓卫名道,现寓雅舍疗养心疾,
日有精进,知注特闻.”

什么“心疾”呢? 当年一大群以反对“宣扬‘抗战无关’论”为旗帜的批判梁实秋的“罗荪”
们,都是心知肚明的.好在文化建设仍然有人忍屈受辱虔诚地呵护着,刘英士促生«雅舍小

品»和梁实秋最终创作了«雅舍小品»都可谓厥功至伟.

二、所收收文章的初刊情况

按照龚业雅一九四七年六月为«雅舍小品»所作«序»中说的,该书中这三十四篇文章是

刘英士在重庆创办«星期评论»邀约后梁实秋才动手用笔名一连先写了十篇直到«星期评论»
停刊;再写十篇,发表的地方“散见于渝昆等处”的刊物;“战事结束后”,梁实秋“归隐故乡”即
回到北平,又应主编«世纪评论»的张纯明之请,“又陆续发表了十四篇”.①

龚业雅是«雅舍小品»写作的现场见证人,她写下的这些“现场”史况大体不错,也已经被

视为研究梁实秋尤其是考察«雅舍小品»的权威一手材料.然而,面对已发现而且被证实是

确凿无疑的史实细节,对龚业雅的现场记录,适当地进行一些订正,也是必需的.
比如,梁实秋创作«雅舍小品»,有了包含«第六伦»的«杂感三则»初刊一九三三年七月一

日天津«益世报»副刊«文学周刊»这一史实的发现,不仅“既舒”为梁实秋曾用笔名之一要确

定下来,其«雅舍小品»的创作起始时间也要从一九四〇年秋提前七年,而为一九三三年夏.
这一年,梁实秋二十一岁.虽然一九四〇年秋梁实秋在重庆北碚雅舍中把七八年前的旧作

«第六伦»修订扩充成几乎是另一篇文章,但一篇同题同内容的作品无论发生多么大的文本

变迁,在版本学意义上仍然是后者对前者的“修改”.
除了一九三三年夏«第六伦»的初稿已被证实确曾公开发表之外,还发现了«雅舍小品»

① 梁实秋:«雅舍小品序»,正中书局(台北)１９４９年版,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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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握手»和«狗»这两篇也在一九三九年一月的重庆«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公开发表

了;前者发表日子是十九日,后者是二十五日.发表时的笔名也并非“子佳”,«握手»用的是

“杨业文”、«狗»用的是“吴定之”.至于这两篇作品的先后文本变迁,同«第六伦»一样,虽然

一看就是后者源自前者,但的确改动相当大,后文将专门述说.
收有三十四篇文章的«雅舍小品»,其排列顺序,只有几篇例外,约三十篇都是按发表时

间先后排序的.这里的所讲的“发表”,指规模系列性质的“雅舍时段”的小品之系列陆续发

表,不包括刚说过的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九年三次同名“小品”初稿的发表.
龚业雅在«序»中说的«雅舍小品»头二十篇主要在渝昆即重庆和昆明两个地方发表,也

不完全准确.除了重庆、昆明的刊物,包括从天津迁至昆渝出版的«益世报»副刊«星期小

品»,还有南京的«世纪评论».
龚业雅在«序»中说梁实秋“在«世纪评论»又陆续发表了十四篇”,其实应该是十六篇.

除了从«中年»开始到全书结束的最后一篇«穷»全部十四篇都发表在«世纪评论»上之外,第
十四篇«狗»和第十七篇«下棋»也是在«世纪评论»上发表的.

头十篇都是系列地陆续发表在«星期评论»上,有时还一期上连发两篇,如«女人»和«男
人»就同时发表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九日出版的«星期评论»第十期.

在«益世报»副刊«星期小品»上发表了«客»、«握手»和«写字».在«时与潮副刊»上发表

了«匿名信»和«第六伦»,在«国风»上发表了«病».
还有«画展»和«脸谱»,暂时没能查到发表的地方.
已知的三十二篇雅舍小品作为系列作品规模发表时使用的笔名,“子佳”和“梁实秋”各

占一半,即各用了十六回.
下面,严格按照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出已知的«雅舍小品»三十二篇作品的具体发表状

况,包括笔名使用细节.«画展»和«脸谱»,放在«世纪评论»创刊之前.
«雅舍»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发表于«星期评论»第一期,署名“子佳”
«孩子»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于«星期小品»第二期,署名“子佳”
«音乐»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三日发表于«星期评论»第三期,署名“子佳”
«信»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发表于«星期评论»第七期,署名“子佳”
«女人»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九日发表于«星期评论»第十期,署名“子佳”
«男人»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九日发表于«星期评论»第十期,署名“子佳”
«洋罪»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八日发表于«星期评论»第二〇期,署名“子佳”
«谦让»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日发表于«星期评论»第三十六期,署名“子佳”
«衣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发表于«星期评论»第三十七期,署名“子佳”
«病»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发表于«国风»创刊号,署名“子佳”
«结婚典礼»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四日发表于«星期评论»第四十一期,署名“子佳”
«匿名信»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发表于«时与潮副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子佳”
«第六伦»一九四二年十月一日发表于«时与潮副刊»第一卷第三期,署名“子佳”
«画展»
«脸谱»
«中年»一九四七年一月四日发表于«世纪评论»创刊号,署名“梁实秋”
«送行»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一日发表于«世纪评论»第一卷第二期,署名“梁实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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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八日发表于«世纪评论»第一卷第三期,署名“梁实秋”
«“旁若无人”»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发表于«世纪评论»第一卷第四期,署名“梁实

秋”
«诗人»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发表于«世纪评论»第一卷第六期,署名“梁实秋”
«汽车»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发表于«世纪评论»第一卷第七期,署名“梁实秋”
«讲价»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发表于«世纪评论»第一卷第九期,署名“梁实秋”
«猪»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发表于«世纪评论»第一卷第十一期,署名“梁实秋”
«理发»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发表于«世纪评论»第一卷第十二期,署名“梁实秋”
«鸟»一九四七年四月五日发表于«世纪评论»第一卷第十四期,署名“梁实秋”
«乞丐»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九日发表于«世纪评论»第一卷第十六期,署名“梁实秋”
«运动»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发表于«世纪评论»第一卷第十八期,署名“梁实秋”
«医生»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发表于«世纪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一期,署名“梁实秋”
«穷»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四日发表于«世纪评论»第一卷第二十四期,署名“梁实秋”
«写字»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发表于«益世报»副刊«星期小品»第一期,署名“子佳”
«客»一九四七年八月三日发表于«益世报»副刊«星期小品»第三期,署名“子佳”
«狗»一九四七年八月九日发表于«世纪评论»第二卷第六期,署名“梁实秋”
«握手»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七日发表于«益世报»副刊«星期小品»第五期,署名“子佳”
«下棋»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日发表于«世纪评论»第二卷第九期,署名“梁实秋”

三、“仍难全免”的“鲁鱼亥豕”

从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八日梁实秋为包括«雅舍小品»三十四篇在内的共一百四十三篇文

章组合成«雅舍小品»合订本写的后记中得知,他这本由台北正中书局初版于一九四九年十

一月的«雅舍小品»的排印底稿是北平商务印书馆当年的“二校校样”.① 从事过出版行业的

人都熟悉,一般都是三校即头校、二校、三校.梁实秋说他把«雅舍小品»“亲自校了两遍”,
“三校”他当然看过了,因为他的这篇后记中有“清样校毕”的表述,“清样”即第三校也是最后

一校,不允许留下改动的地方,是对着二校逐字逐标点对勘的.梁实秋无意中保留下的“二
校校样”,在台北印书却成了原稿,这也就是现在见到的台北两种印本“鲁鱼亥豕仍难全免”
的主要原因.

至于中国大陆地区的已经见到的多种«雅舍小品»印本,即用简体字转排重印的单行本

和含有全部«雅舍小品»的文集,包括被编入中学教材和大学教材的«雅舍小品»中的作品,还
没有发现无差错的“精校本”,其中“鲁鱼亥豕”的状况较之台湾正体字本,有过之而无不及.

截至目前,只见到两种台湾正体字印本的«雅舍小品».一种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由上

海书店影印的封面为王维安绘山水画封面的本子,该影印本没有影印原书的扉页和版权页,
脱离式护封上的«复印说明»也没交代据什么版本“依原样影印”的.按中国大陆地区的说

① 梁实秋:«雅舍小品合订本»,正中书局(台北)１９８６年版.转录«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

１９８９年版,第６３~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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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这个影印的本子应该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台北正中书局所印第一版«雅舍小品»的第三

十次以后的某一次的加印本.也就是说,除封面等附属印件有变化外,内文是最早的初版面

貌.第二种«雅舍小品»的台湾正体字本是在封面标明“新版”的一九九三年七月重排的“第
三次印行”的本子,有二十五幅单页插图,其开本应该相当于我们这儿的方形二十五开本,而
不再是原来的正三十二开本.两种印本都是台北正中书局出版的,是梁实秋授权的权威版

本.该“新版”是一九九〇年“重排”的,这时作者梁实秋已去世两三年了
公开表明台北正中书局用作排印母本的«雅舍小品»中“鲁鱼亥豕仍难全免”,是梁实秋

去世一年半之前在«‹雅舍小品›合订本后记»中写下的,并没有引起出版家的重视.据说仅

仅在台北,«雅舍小品»前后加印了三百多次,但如今见到的“新版”却不仅旧的文字差错没有

完全消灭,而且又添加了一些新的文字差错,有的差错要影响到理解,如被编入中学和大学

教材中的«下棋»引用的北宋钱易撰«南部新书»中一段写及李讷与棋的一段,多处差错自«雅
舍小品»问世至今,我见过的印本,无一不跟着延续差错,有的还错上加错.

根据史料学上的朴学研读原则,下面依«雅舍小品»排序,把已发现的鲁鱼亥豕类作者笔

误和手民之误乃至异文逐一列出.因为转排的印本不具备版本学、文本学方面的价值,所以

只把已见到的台北两种权威印本上的异文和已经发现的差错列出来,后一个印本的封面等

处已有“新版”的明确标识,前一个印本就以“旧版”称之.说明文字中不分别指出是“新版”
和“旧版”的,就表示两版均此.

龚业雅«序»▲第一段,依本段«世纪评论»加书名号之例,第三句中“星期评论”也要补加

书名号.▲新版第二段“诗人不是也想画吗”,“诗人”后漏“但丁”.前一句为“画家拉斐尔不

是也写过诗吗”,与这一句对列,新版漏掉“但丁”使句意受损.
«雅舍»▲第三段“门框棹脚”、第五段“变更棹椅位置”和“八仙棹”的“棹”应订正为“槕”,

这是“桌”的异体字,而“棹”是划船的一种工具,类似于桨,读音也不同.▲新版第三段“纸一

戮就破”中的“戮”应订正为“戳”.▲第四段末“砉然一声”的“砉”,旧版和新版造字都造错

了,依大陆官方规范字型应是石字上面着一个三横加上下出头的一竖.但按造字原则,此字

为三撇一竖下着一个石.▲第五段末“闲情偶记”应补加书名号.
«孩子»▲新版第三段“但那威吓只能得孩子的讪笑”,其中“得”,应依旧版补为“得到”.

“得到”是对的,“到”漏了.
«音乐»▲旧版第四段第二句“圜境”新版为“环境”.▲新版第四段中间“«十四埋伏»”应

订正为旧版中的“«十面埋伏»”.▲第四段末“不能自己”,“己”应订正为“已”.“已”表示中

止和停下来.
«信»▲第四段末尾旧版“这样多”新版为“这么多”.“这么多”更好一点儿,估计是作者

自己改动的.
«女人»▲第二段“午后就许移到了头发上”中的“就许”新版为“也许”.还是“就许”合适

一些,“就”表示肯定,“许”是“也许”之省略.«洋罪»第四段有“就许在酒杯里下毒药”,可见

“就许”是梁实秋的惯用词汇之一.▲第二段“外国女人的帽子”中“女人”新版为“女子”,估
计是误植.两个“子”这么近,不是梁实秋的语言风格.

«男人»▲第三段“一英吋见方半英吋厚”,“英吋”应为“吋”或“英寸”.“吋”是一个外来

的双音节单字,类似的还有“英尺”旧可写作“呎”等.查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九日«中央日报»
副刊«平明»上梁实秋以“杨业文”为笔名发表的«握手»,其中第五段有“她的一吋半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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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证“英吋”为手民之误.▲最后一段末“他们好议论人家的阴私”,新版为“隐私”.估计“隐
私”是作者自己改的,“阴私”过于尖刻了.

«洋罪»
«谦让»▲第五段“微屑不足道”新版为“微不足道”,如果不是漏了“屑”就是过改,把充满

散文味的美好语言弄成了现有的陈词滥调.▲第五段“一个四、五岁的孩子”,顿号应去掉,
梁实秋对于概数中不加顿号是规范使用的,如«雅舍»第二段中的“七八十层”、«鸟»第三段

“六七个音阶”和«乞丐»第三段“乞讨了五六年”等.▲第六段“打通电声明”新版为“打通电

话声明”.“电话”闹了笑话,因为“打通电”是“发送通用电讯文稿”的意思.
«衣裳»▲第七段“感觉得”应为“感觉到”.▲最后一段即第八段“一部分”新版为“一部

份”.旧版“部分”和“部份”混用,如«结婚典礼»第一段就是“部份”.
«结婚典礼»▲新版第二段和第三段中的省略号被新版隔为两个三点分置上行行尾和下

行行首,这是不规范的,省略号不可分开.▲第四段末“等等罪名”新版漏掉一个“等”,不能

漏,因为“等等”和“等”不完全是一个意思.▲第六段即最后一段末“简便的节俭的合理的”,
新版在三个“的”后分别补加顿号.

«病»▲第六段打了引号引用“鲁迅死前遗言”的“不饶恕人,也不求人饶恕”一句中的“不
饶恕人”在新版中漏掉了“人”.其实这不是“鲁迅死前遗言”的原话,鲁迅一九三六年九月五

日写下的杂文«死»中这样说:“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
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
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匿名信»▲旧版第一段括注“匿名信”误植为“名匿信”,新版已订正.▲第六段“万一破

获了来源”,“破获”新版误为“破坏”,导致语意不通.
«第六伦»▲第四段“仆人总是懒的”新版“懒”为“懒懒”,后者的语意柔和了一些,似为梁

实秋改订.▲第四段“两相情愿”新版为“两厢情愿”,都一样.
«狗»▲第一段“湫溢”应为“湫隘”,这是一个固定的著名搭配,语出«左传昭公三年»中

景公说的要给晏子更移住处到“爽垲”的地方,因为“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梁实秋“初到

重庆”住的地方是地势低洼、潮湿而又狭小,故使用了“湫隘”一词.查冰心写于一九二四年

六月的«别后»的初刊件,在这篇小说的后半也使用了“湫溢”这个错误的词形,估计当年属于

习惯笔误,应该订正.▲第二段“餐棹”和第四段“棹底下”中的“棹”,应订正为“桌”.估计误

“棹”为“槕”是梁实秋的习惯笔误.▲第三段“进攻乃最好之防御”的“进攻”,新版误为“进
取”.▲第七段“狗大咆哮”新版为“狗大声咆哮”.

«客»▲第五段末“寒喧”,应为“寒暄”.这是典型的鲁鱼亥豕,但新版仍没有订正.
«握手»▲第一段开始引文中“马援”新版误为“马授”.▲第四段“寒喧”应为“寒暄”.▲

第六段两处“英吋”应为“英寸”或“吋”,查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九日发表于«中央日报»副刊«平
明»头条的署名“杨业文”的该文同题初稿,其中“英寸”是正确的旧写“吋”,不是“英吋”.
“吋”是双音单字.

«下棋»▲第一段“噎膈”应为“噎嗝”.▲第二段末“棹上”应为“桌上”.▲第三段末“蹩
在心里”应为“憋在心里”.▲第三段末句“还要”新版漏掉“要”,最好补上.▲第四段引北宋

钱易撰«南部新书»多处误:“性卞急”的“卞”,旧版误为“卡”、新版误为“卜”;“每下子安详极,
于宽缓往往”,被错误断句为“每下子安详,极于宽缓往往”;“讷赌”应为“讷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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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第二段“说数”,依据接下去的“绳墨当然是可以教的”,“说数”当为“说教”.因

为这一句是“‘永字八法’之类的说教”,“说教”指“永字八法”的说明和指教,不见有“说数”的
搭配.

«画展»▲第二段“庭台楼阁”应为“亭台楼阁”,本文第五段末“要有亭台楼阁”中便是正

确词形.▲最末一段“不媿于心”的“媿”新版为非异体字“愧”.
«脸谱»▲第二段“一律的虎额龙隼”中的“龙隼”,应为“龙准”.“准”是鼻子,“龙准”与

“虎额”对举,说明一个人的额头饱满、鼻梁挺拔,是“旺相”.“准”的正体字与“隼”只有上方

左边单人旁与三点水的区别,容易出错.但“隼”是鸟名,“龙隼”不可以搭配.▲第六段即最

末一段末尾一句的句号,新版为问号.问号是对的,这是一个反问句,估计为梁实秋订正.
«中年»▲第三段“像只燕子,跳动得那么轻灵”中的“得”,新版误为“的”.这儿不是偏正

结构,不能用“的”.«雅舍小品»该使用“得”的地方大都是规范的,比如这一段就有“饱满丰

润得像一颗葡萄”、“玲珑矫健得像一只燕子”、“不是熨斗所能烫得平的”等.▲第三段末“用
赶面杖似的一根棒子早晚混身乱搓”,规范写法应是“用擀面杖似的一根棒子早晚浑身乱

搓”,梁实秋是随俗写了两个同音字“赶”和“混”.▲第五段“水浒序”新版为“水浒传序”.▲
第六段“中年的妙趣”后的句号应订正为逗号.

«送行»▲第一段“唱只骊歌”应为“唱支骊歌”.▲正体汉字也有可此可彼的用法,第五

段“手里提着一点东西”,其中“里”旧版为“裏”、新本为“裡”,在正体字中“裡”是“裏”的异体.
«旅行»▲第三段“廻异其趣”应为“迥异其趣”,“回”的异体字之一“廻”的字形的确很像

“迥”.但是,“回异其趣”说不通.经韩菁清授权在中国大陆地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

三年七月印行的«梁实秋雅舍小品全集»第七十三页倒数第三行还真把含有差错的“迴异其

趣”改排为“回异其趣”,不知三个审次是怎么过的.▲第六段“寒喧”应为“寒暄”,这又是一

处低级差错.
«“旁若无人”»▲第三段“三餐的饱膈”中的“膈”应为“嗝”.这个“膈”也是梁实秋习惯性

笔误,«下棋»第一段就有“噎膈”的笔误.▲“扯着脖字”的“字”误,新版订正为“脖子”.
«诗人»▲第一段“厕身”新版为“侧身”,这是一对异形词,推荐词形为“厕身”,因为“侧

身”另有含意.▲第二段“衔只大雪茄”中的“只”,应订正为“支”.
«汽车»▲第一段近末和第七段最后一段末的“咀咒”应为“诅咒”.“咀”是“嘴”的俗体

字,不提倡使用.“咀”读jǔ时,与“嚼”组词“咀嚼”.▲第二段“大门砉然而开”的“砉”,旧版

和新版字形都不正确,石字底上既不是旧版的去掉一撇的“生”,也不是两个“土”字的叠加,
按大陆官方规定字型就是三横中间加一个上下出头的竖.但依照造字原则却应是三撇一

竖,下着一个石.▲“租的、买的、公家的、接收的、也没有关系”,“也”前的顿号误,新版已订

正为逗号.▲第四段“铗弹而歌”应为“弹铗而歌”,这是出自«史记»的«齐策四»和«孟尝君列

传»一个著名典故.“弹铗”,就是敲着剑把.▲第五段“世间最艳羡汽车者”,新版在“者”后
补加逗号.▲第六段一处对话的前一句末“是不是”后的叹号应为问号,因为下面需要回答

“是的”.
«讲价»▲第一段第二句“没有要过一次谎”,新版“要”为“讲”.“要过一次谎”的“要”系

笔误或手民之误,但改为“讲”也不通,因为没有“讲谎”的搭配,订正为“撒”较好.前面有“这
是说”,不可以改“讲”为“说”.▲第三段“韧似牛皮”,旧版“韧”用了正体字“韌”的异体“靭”,
新版使用“韌”.这可以看出台湾的汉语也在朝规范的方向递进.▲第四段“寒伧”被新版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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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寒怆”,这儿是说东西少不体面,与“怆”无关.
«猪»▲第一段“两根脚杆”误,猪有四条腿,应为“四根脚杆”,本段末就写猪“只能四脚着

地”、第二段也写“睡起来是四脚直挺”.▲第三段“小猪伏在她的腿上打磕睡”,“磕睡”应为

“瞌睡”.
«理发»▲第二段“如刈后的稻杆”,其中“稻杆”应为“稻秆”.“虎皮鱼”是对的,即“虎皮

宣纸”.▲第四段“刀剪幌动”的“幌”应为“晃”.▲第四段“左右坐着的邻案”,其中“案”新版

为“客”.▲第五段“东南角上”,新版漏掉“角”.▲第五段“边远陬隅”,其中“陬”新版误为左

耳刀儿着一个“敢”.▲第六段“在你的喉头上”,新版漏掉“在”.▲第七段即引文一段,“我
趁势”前要补加一个句号.

«鸟»▲第五段段首“鸟的声音”后新版补加了一个相当于顿号的逗号.▲第五段第二句

“兴奋的一夜不能睡”,依照全书此类表达,“的”应为“得”.梁实秋“得”和“的”之用法,基本

是合乎规范的.▲第六段“诗人感谓曰”,这里的“谓”应为“喟”.汉语中没有“感谓”的组合,
有所感触而叹息或抒泄用“感喟”.

«乞丐»▲第一段“打磕睡”,新本订正为“打瞌睡”.▲第一段“喘的像只风箱”,依全书绝

大多数此类规范表述,“的”应为“得”.▲第二段“靠近城根的大垃圾山”,新版改“城根”为
“城市”.不应改,这儿“城根”指“皇城根”即老北平城墙外的城墙脚下.▲第三段“学校左

近”,新版误为“学校左边”.▲第三段“举手、注视、一切如仪”,“一切如仪”前应该是逗号,
“一切如仪”比“举手、注视”高一个层级,不可用顿号连接.▲第三段“年纪是八十”中的

“纪”,新版误为“妃”.▲第五段括注“除了那只沙锅”后新版漏排句号.
«运动»▲第一段前面“看的眼花缭乱”,其中的“的”应为“得”.▲第一段后面的“蹴毬健

将”和“脚气毬”,其中的“毬”,大陆规范字型就是“球”.▲第二段末“试行八段锦太极拳”,新
版漏掉“试”.▲第三段“鼓勇会”新版漏掉后引号.

«医生»▲第三段后几句新版误植误补有:“对医生没有多才好感”,其中“多才”应为“多
大”,这是象形字的误植;“病好了”后不应补加逗号,因为这是三个并列排比的句式,不用逗

号,“不病时”、“既病”和“病好了”后都不用逗号;“人是这样忘恩负义”,“这样”后漏“的”;“替
观察发泄”,其中“观察”应为“观众”.

«穷»▲第一段“但是就就大体而论”,旧版多出一个“就”,新版已删去.▲第三段引诗

“车马驻江千”应为“车马驻江干”,这里摘引的是杜甫名诗«宾至»中几乎家喻户晓的“岂有文

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很遗憾,已经见到的多种排印本均是一直延误为“江千”.“江
干”就是“江边”或“江岸”.▲第三段“金错囊中所余无几”的“无几”,新版误为“无钱”.▲第

三段末“把一张八仙桌子劈开成两半”中的“成两半”,新版误为“两成半”,导致句意不通.▲
第四段“我有所不取”的“取”,新版误为“敢”.▲第四段末“他不得不如此”后的句号,新版误

为逗号.
此外,新版«雅舍小品»从头至尾把旧版中的“着”统一改成了“著”,这有点儿类似近二十

多年来的中国大陆地区报纸杂志和出版社编校人员在文字制品的案头加工中把中文数码不

加分辨统统改为阿拉伯数字一样,是机械地死搬“规定”条款,不值得太费力气研究,所以就

一律不作说明.在阅读新版«雅舍小品»时,要细细分辨此类表述,比如“衣着”的“着”、下棋

招式的“着”等等就得根据文意读出作者想表述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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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篇作品的文本变迁

已经见到的可以考察其文本变迁的“雅舍小品”只有三篇,即: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

十四日«益世报»副刊«文学周刊»上的«杂感三则»之二«第六伦»,署名“既舒”;发表于一九三

九年一月十九日«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的«握手»,署名“杨业文”;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一月

二十五日«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的«狗»,署名“吴定之”.这三篇作品编入«雅舍小品»时
都有较大的充实和改补,下面依次略加叙说.

先看«第六伦».
这篇«第六伦»,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益世报»副刊«文学周刊»初次发表时只有六

百字,收入«雅舍小品»的该文却有二千三百字,增补多达一千七百字.收入«雅舍小品»的
«第六伦»与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一日的«时与潮副刊»的同名作品完全一致.可以初步定

下来:收入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台北正中书局版的三十四篇“雅舍小品”,就是自一九四〇年冬

陆续在报刊规模系列发表的文本.
六百字的«第六伦»只分作两段.第一段五十多个字说了三层意思:一是分列何为“五

伦”,二是觉得第一伦“君臣”废不废“无大关系”,三是主张“添出”另一伦即第六伦“主仆”来.
第二段近五百五十字,是正论述说.

这近五百五十字的正论述说真是“杂感”,细细地读,仍理不出个层次来,因为思维有点

乱.二十岁刚出头的作者,的确有思想,但条理不够清楚.到了九年之后,再写同样题目同

类主题的«第六伦»,便驾轻就熟多了.
陆续地写作规模系列性质的«雅舍小品»时,梁实秋是在第十三篇才重写«第六伦»的.

对比两种文本的«第六伦»,首先是在作品立意的高远上发生了质的变化.
六百字的«第六伦»中的硬性材料倒是都被二千三百字的«第六伦»采用了,如“厨子赚菜

钱,老妈偷肥皂”之类;早先只点到为止的腾挪退让的写法更加发扬光大了,如写主人和奴才

各自的缺陷以及仆人自身的不公和缺陷等等,就大量使用这种方法,显得游刃有余、从容不

迫.
在«雅舍小品»三十四篇作品中,二千三百字的«第六伦»要算篇幅较巨了.光段落分作

了八段,文章的气魄可谓大矣.立意上,不再是责怪某一方了,而是理性地具体分析为主为

仆者各自的作派乃至心态.引证也从单一地仅仅引“一位朋友们”讲的“良好家庭”五条件,
扩充到既引证中国古代的王褒和陶渊明,又引证“法国中古”的短剧,还引证Swift的«婢仆

须知»和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可谓纵横捭阖、波澜起伏.
在具体论说上,从原先的单一举例腾挪,丰富到几乎每个段落都是风生云涌,议论精到.
这一篇二千三百字的«第六伦»,有了六百字的初刊稿,几乎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写作范

例,———怎样把文章写得丰富、怎样让议论客观公正不偏不倚、怎样使行文有节有奏有起有

伏等,都可以在对读中感悟出来.
再看«握手».
八百字的初刊稿«握手»是一九三九年一月就发表了的,而一千二百字的«握手»是一九

四七年八月才发表的,前后相隔近十年.与«第六伦»一样,这两种文本的«握手»也是对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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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好材料.
除了充实古今中外的引证使得作品增加了书卷气息之外,这一千二百字的«握手»,在思

想深度和趣味注入上也花足了功夫.读过一千二百字的«握手»,再去读八百字的«握手»,会
觉得早先的文字简直就是为«交际手册»写的不含思想和趣味而且不大具有书卷气息的“怎
样握手”的单项说明文字.

思想深度的描述,最明显的是一千二百字«握手»的第三段,可以讲写得如描如绘,让一

个官僚十足的人在“握手”这个细节上活现了出来.妙的还有,在注入有意义的深度思想时,
末尾还来一点儿让人读了忍不住要笑出来的浓厚的趣味注入.如果板着脸注入思想深度,
无论多么尖锐,没有了趣味、没有了人生的幽默和文字的耐赏,也不算成功的作品.

平平常常的一个“握手”的话题,梁实秋近十年之前和之后两次来写,对着欣赏,真是获

益不少.
一千二百字,把原先类似的“怎样握手”的交际手册文字丰富成一篇文学小品,如刚才所

讲,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成功加强:一是书卷气息,梁实秋使用的是补充古今中外的引证,如引

证«后汉书»、引证“迭更斯«大卫高拍菲尔»”、引证莎士比亚剧中人物的有关论说等等.就一

千二百字,有这么三处中外名著的引证,书卷气息足以彰显.二是思想深度的描述,从“握
手”这个具体交际方式,把官僚主义予以讽刺一下,令人感到作者的正义感.还有公众场合,
一些无意义的“握手”,作者“觉得是一种刑罚”,———不干自己不乐意干的事,这是向往自由

的精神.在公众场合,不去握那些不想握的手,这是每个读者都遇到过或会遇到的事,作者

点出了,就与读者深层次地来了一次沟通.三是趣味注入的加浓,一则小品,幽默是少不得

的.在讽刺官僚握手不诚恳摆架子时,作者出了一个机智的应对方法,———“你也伸出一只

巨灵之掌,你也别握,”这种局面一旦出现,何其有趣! 在笑声中、在幽默中,完成了一桩

神圣的鞭挞时弊的使命.除了这个注入思想后的趣味补充外,一千二百字的«握手»最末一

段将近十年前的五个“不宜”之“手册”式文字改为莎剧«哈姆雷特»中一句台词点明不握不想

握和不该握的手并非有什么大计较,仅仅是为了“爱惜我们的手掌”,免得像“波娄尼阿斯”的
儿子一样因为“应酬每一个新交而磨粗了”自己的手掌而已.又回到日常上来,书卷味、思想

性和趣味性原来就是日常生活.
最后看«狗».
补充了六百字的«狗»之前后文本,时间也是相隔了近九年:初刊件一九三九年一月发

表,仅一千字;补充件一九四七年八月发表,一千六百字.
仅一千字的«狗»,几乎全为实写,读不出什么微言大义,也读不出什么幽默趣味来,———

就是描述恶狗伤人这么一个浅显事实,甚至出现了在一个段落中相邻很近的文字中,先是自

己的裤子被主人家的狗“咬破一个洞”,接着又是上衣的衣襟被主人的狗咬了“两个窟窿”,此
类没有变化的同类描述连小学生的作文也是应该避免的.

九年后改定了的充实为一千六百字的«狗»,文章面貌大为改观.无论是写特定主人之

具体的狗和“振振有词自成系统”被人豢养的象征意义的狗,还是写野狗、写疯狗,都让人读

到思想读到趣味,更触摸到了生活的细节真实.
思想方面,如第六段“没有背景的野犬是容易对付的”、“人家豢养的狗那样振振有词自

成系统”之类表述,粗知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的人读了之后,都可以记起关于“文学的阶级

性”和“与抗战无关论”等著名论争案例来.不过这里的含沙射影,真还颇为得体,不觉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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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挤进的意味.
趣味方面,如第六段末尾写的:“但是我终不明白,他为什么不索兴养一只虎? 来一个吃

一个,来两个吃一双,岂不更为体面么?”还有,主人的那只恶狗被“继续住那间”作者住过的

房的“一位军人”采取“当场格毙”的果断措施之后,作者的腾挪思维显得饶有趣味:“我于称

快之余,想起那位主人的悲怆,又不能不付予同情了.特别是,残羹剩饭丢在地下无人舐,主
人势必躬身洒扫,其凄凉是可想而知的.”但联想到这条已死的恶狗害得作者回到家里不敢

从恶狗身边过路去上厕所而“不敢多喝茶”,作者“称快”实在不含歹意.
作者在补了六百字的扩充稿中,添加的重庆何以狗多的相关描述,饱满地反映出作者总

是力图用全方位思维的笔法来结构作品.但如果细究,这里有一个细节出了问题.
作品一开始写“我初到重庆”,第六段又有“雅舍无围墙”,———梁实秋“初到重庆,并非住

在雅舍”,“雅舍”和梁实秋“初到重庆”住过的地方,是两处地方.不过,作为一则“小品”,无
须这样考察.«狗»在真实生活的描述方面是做足了功夫的,方方面面都予以关照.譬如,先
反复写恶狗之凶狠之不讲理之不通情,但最后一大段又写道:“假如一只狗像一只猫一样,整
天晒太阳睡觉,客人来便咪咪叫两声,然后逡巡而去,我想不但主人惭愧,客人也要惊讶.”

后来成为定稿的收在«雅舍小品»中的三十四篇作品,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特定的思维方

式,即所谓绅士思维,就是不伤大雅、不过分夸张、不过度褒贬、凡事不可太认真、替各种因素

留下退路等等.已经找到的«雅舍小品»的早期初刊稿,虽然只有三篇,也弥足珍贵.还有一

种情况,比如«穷»,梁实秋以此题做文,是不是受到了«平明»上另一位作者多年前同名文章

的启发才动笔写的,真可以细究.

FourInquiriesofYasheEssaysbyLiangShiqiu

GongMingＧde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SichuanNormalUniversity,Sichuan６１０１０１)

　　Abstract:LiuYingshiwhourgedLiangShiqiutowritethe“ElegantShedSketch”

hadwrittento LiangShiqiutwooldlettersandotherdocuments,which provided
reliable,specificfacts．Thispaperstudiestwodifferentversionsoftheauthorityof
“ElegantShedSketch,”andexploresthechangesofthree worksin “ElegantShed
Sketch”．

Keywords:LiangShiqiu,“ElegantShedSketch”,text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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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新诗史研究

王光明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摘要:中国新诗史的研究,虽然起步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但前３０年受到许多非诗与非学

术因素的干扰,要到１９８０年代才有正常的开展:它从发掘被埋葬的诗人诗作开始,在新诗流

派研究中取得了突出成就,并以此为基础,写出了一批描述中国新诗发展的诗歌史著作.不

过,中国新诗本身还在摸索道路,新诗史的写作条件尚未成熟,似乎应该探索有别于一般文

学史的研究理路和叙述方法.
关键词:新诗研究;史料发掘;流派;新诗史

文字的建筑之所以成史,不仅依靠创造者“自发”的书写,也有待研究者“自觉”的建构.
而中国新诗史的写作,在当代已初见端倪,而今则蔚为景观.这当然不是说当代以前中国新

诗无以为史,而是说它自诞生以来前三十年的“研究”,虽然以朱自清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著

述,也呈现出一定的历史感,但就绝大多数而言,均为跟踪诗潮、诗人、诗作的“批评”,称不上

是有历史风格的“研究”.真正具有诗歌史意义的新诗研究,虽然起步于１９５０年代,但它受

到了许多非诗与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要到１９８０年代才算有了正常的开展.

一、非诗与非学术因素的干扰

如果遵循文学史研究的惯例,把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我们不

能说１９５０年代至１９８０年代近三十年时间是新诗研究的空白,而应该说,这三十年中国新诗

研究受到非专业因素的严重扭曲.仅以影响巨大的«中国新诗选(１９１９—１９４９)»和它的“代
序”«“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为例,便不难看到非诗因素对诗歌研究的严重影响.

«中国新诗选(１９１９—１９４９)»出版于１９５６年,据编者«关于编选工作的几点说明»,这本

诗选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为了帮助青年读者丰富文学知识,了解‘五四’以来中国新诗发展和

成就的状况”委托编者选编的,“因为它是一般青年读者为对象的,需要照顾青年们的阅读能

力,也需要适当照顾他们的购买能力,因此出版社希望选入的作品数量不要过多,尽可能选

得更集中些”①.然而这本３００多页,选入２６位诗人９０首诗,兼顾历史面貌和艺术成就的选

本,既没有胡适、徐志摩、朱湘以及«七月»诗人群、«中国新诗»诗人群的作品,也不见«死水»

① 臧克家:«关于编选工作的几点说明»,«中国新诗选(１９１９—１９４９)»,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５６版,第

３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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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雨巷»、«我的记忆»(戴望舒)、«预言»(何其芳)、«断章»(卞之琳)等已有公认的名

篇①.这种既无历史感也无艺术尺度的选择,或许不能全部归咎于编者,因为它是出版社委

托编选的.但读一读这个影响广大的当代诗歌选本的“代序”,你也不得不承认:选本是编者

诗歌观念的体现.
实际上,用来作为“代序”的«“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写成于１９５４年１１月,并

于次年连载于«文艺学习»第２、第３期,早于«中国新诗选(１９１９—１９４９)»的编选出版.而这

篇文章无论在观察角度、基本观点和叙述方法上,都体现了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对诗歌的决

定性取舍.因此,新诗是为社会斗争而出生、发展和改变的.作者的总体判断是:

　　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促成了“五四”新文学革命,同时给予它庄

严的历史使命和具体内容.新诗,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信号弹.即使从一九一九

年“五四”运动开始,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算起来也已经有整整三十个年头的历史

了.这个期间,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怒涛般地沸腾着.新诗,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留下了

自己或强或弱的声音,对于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
它就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在阻碍重重的道路上艰苦地努力地向前走着.他

的生命史也就是它的斗争史.在前进的途程中,它战胜了各种各样的颓废主义、形式主

义、克服着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情调,一步比一步紧密地结合了历史现实和人民的革

命斗争,扩大了自己的领域和影响.②

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决定论不仅影响新诗发展的整体判断,也影响它的分期和叙述方

法.该文把新诗三十年分为“五四”、１９２１到１９２７的大革命、大革命以后到抗战以前,抗战

至全国解放共四个时期,各时期没有概括与命名,但都强调诗歌配合社会斗争与意识形态的

意义,叙述方式上也一律先谈论思想斗争再挑选可以对应的诗人诗作予以证明.新诗已被

“庄严使命和具体内容”而前定,凡符合这一使命与规定内容的,自然被挑选出来,而不符合

的,便被打入冷宫或作为批判的对象.中国新诗的第一人胡适遭受的就是这样的命运,作品

没有资格入选是题中之义,曾被人们看成“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朱自清语)的«谈新

诗»也被批得一钱不值,贴上了“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标签.这篇文

章这样评介胡适的新诗主张:

　　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统一战线中右翼代表的胡适,他在形式与内容关系的看法上,
就鲜明地表现出了他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从他所有的谈诗的文章里,
我们看见他所注意的只是“试验白话”这一“利器”,他说“文学革命的运动”,“都是先从

‘文字的形式’一方面下手”,“都是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这完全是本末

①

②

臧克家的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写的«再版后记»隐约反映了读者的不满和委婉批评:“我也听到一个意见:
‘是不是可以把编选的范围再扩大些?’”(«中国新诗选(１９１９—１９４９)»,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５７版,第３１９
页.)再版时,该书补入了徐志摩的两首诗.

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代序),«中国新诗选(１９１９—１９４９)»,中国青年出版社

１９５６版,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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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置的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立场观战出发的一种说法.因此,他说“白话诗”古已有之,
唐朝的王梵志、寒山的诗不就是吗? 这完全是抛开了时代的思想内容单从语言文字方

面的近似来作比拟的一种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的看法.他在“谈新诗”的时候,专在音

节体制等等形式方面着眼,几乎没有触及到内容的问题,偶尔捎带一句半句,也只是抽

象地说什么“新思想”、“进取”、“乐观”精神,实际上就是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和精神.①

对胡适作出这样的评价,不免有悖于新诗史的基本赏识.然而那是一个身不由己、言不

由衷的时代,要么闭嘴,要么扭曲自己.因为那时说什么和怎么说都受制于外部的语境.这

一点在一篇具有“定调”意义的文章中显得更为清晰:“我国新诗运动的历史虽然较短,但也

可以看出几个时期中诗风的变化和发展.这种变化和发展和我国革命以及文艺界的斗争又

是分不开的.‘五四’以来的每个时期中,都有两种不同的诗风在斗争着.一种是属于人民

大众的进步的诗风,是主流;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诗风,是逆流.”②有意思的是,这
篇由谈话改写成的文章题为«门外谈诗»,作者自谦是诗的“门外汉”.然而,熟悉当代诗歌理

论批评的人谁都清楚这篇谈话的分量和影响,那是一个“门外”为“门内”定调的时代,甚至是

“门外”大声喧哗,“门内”噤若寒蝉的时代.因此,后来新诗流派研究专家孙玉石在一篇文章

中这样概括当代前三十年的诗歌研究状况:“由于长时期存在的比较单一和狭窄的文学理论

框架和模式的束缚,特别是由于‘左’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的笼罩,许多诗人和思潮流派,
长期被划入研究的禁区;一些复杂的新诗现象,在那种气候之下,难以进行清理和探讨;加上

研究者们的自身文学观念与文学素质也有很大的局限;这样,期待在这一个时期里,对于新

诗发展的历史的研究,能够有比较大的突破性的进展,是不现实的.不仅如此,在有些观念

的开放性和论述的理论深度方面,甚至还表现出了很大的倒退.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

命’的十年里,关于中国新诗史的研究,同其他的学术领域一样,更成了无人问津的一片空

白.”③

二、发掘被埋葬的历史

由于中国新诗研究遭受了匪夷所思的扭曲,许多流派、诗人被人为遗忘或打入冷宫.当

代中国的新诗史研究,不能不从历史存在的发掘重新起步.
首先是两种诗歌选本的出版:一是«九叶集———四十年代九人诗选»,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年７月出版;一是«白色花———二十人集»,绿原、牛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８月

出版.«九叶集»收入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主要是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国民党统治区９个年轻诗人的

①

②

③

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代序),«中国新诗选(１９１９—１９４９)»,中国青年出版社

１９５６版,第１~２页.需要说明的是,臧克家１９７９年２月修订了这篇“代序”,对胡适的评介作了颠覆性的

改写,“就诗而论,在‘五四’时代,胡适还是有他的一份贡献的”,“«谈新诗»这些见解,在那时候出现,
是有意义的.”(参见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代序),«中国新诗选(１９１９—１９４９)»,中国

青年出版社１９７９版,第３页、第４页.)不过,修订稿说胡适的«尝试集»“出版于一九一七年”,史实有误.
荃麟:«门外谈诗»,«诗刊»１９５８年第４期.
孙玉石:«十五年来新诗研究的回顾与瞻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厦大中文学报 JournalofChineseStudies,XiamenUniversity

１２０　　 ２０１５年４月第二辑

作品,应该是编选于１９８０年１月之前,因为单页印有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
祈、唐湜、袁可嘉等八人于１９８０年１月署名的悼词.而«白色花»,收入了阿垅、鲁藜、孙钿、
彭燕郊、方然、冀汸、钟瑄、郑思、曾卓、杜谷、绿原、胡征、芦甸、徐放、牛汉、鲁煤、化铁、朱健、
朱谷怀、罗洛等２０位在１９４０年代初开始写作,同抗战文艺一同成长的诗人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本诗集的编选都有特殊的寄托.«九叶集»８位诗人在书名页后沉

痛宣示:“在编篡本集时,我们深沉怀念当年的战友、诗人和翻译家穆旦(查良铮)同志,在‘四
人帮’横行时期,他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不幸于一九七七年二月逝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谨
以此书表示对他的衷心悼念.”而«白色花»序言的结尾则显得悲凉而又悲壮:

　　本集题名«白色花»,系借助诗人阿垅一九四四年的一节诗句:

要开着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如果同意颜色的政治属性不过是人为的,那么从科学的意义上说,白色正是把照在

自己身上的阳光全部反射出来的一种颜色.作者们愿意借用这个素净的名称,来纪念

过去的一段遭遇:我们曾经为诗而受难,然而我们无罪!

这两种诗歌选本无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是为中国新诗找回了被强力抹煞的历史,昭示

了１９４０年代中国诗歌的丰富与成熟.它们使人们相信:“在新文学史中,四十年代不论从什

么角度看,都应该是一块巨大的里程碑.单就新诗而论,随着抗战对于人民的精神的涤荡和

振奋,四十年代也应当说是它的一个成熟期.”①同时,它们启示了中国新诗流派研究的广阔

空间.因为,这两个选本实际上都是自觉的流派诗选,两个选本的序言也各自对自己的诗歌

流派特征作了认真的描述.
袁可嘉在«九叶集»序中深入揭示了«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诗人们对诗歌与现实关系

的独特理解,以及个人风格与艺术技巧的意义:“由于对诗与现实的关系和诗歌艺术的风格、
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相当一致的看法,后来围绕着在当时国统区颇有影响而终于被国民党反

动派查禁了的诗刊«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在风格上形成了一个流派.他们认为诗是现实

生活的反映;但这个现实生活既包括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题材,也包括在具体现实中人

们的思想感情的大小波澜,范围是极为广阔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诗人不能满足于表面现

象的描绘,而更要写出时代的精神和本质来,同时又要力求个人情感和人民情感沟通;
在艺术上,他们力求智性与感性的溶合,注意运用象征与联想,让幻想与现实相互渗透,把思

想、感情寄托于活泼的想象和新颖的意象,通过烘托、对比取得总的效果,借以增强诗篇的厚

度与密度,韧性和弹性.”②

而绿原则这样定位重新集合在«白色花»中的“七月诗派”:

①

②

绿原:«序»,«白色花»,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版,第９页.
袁可嘉:«序»,«九吐集»,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版,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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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妨指出,他们尽管风格各异,在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上却又有基本的一致性,那
就是,努力把诗和人联系起来,把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的社会职责和战斗任务

联系起来,以及因此而来的对于中国自由诗传统的肯定和继承.他们各自进行了

诚实而艰苦的探索,并由于气质和风格相近,逐渐形成了一个相互吸引、相互激励前进

的流派
首先,他们认为,诗的生命不是格律、词藻、行数之类可以赋予的;从某种意义上讲,

诗在文字之外,诗在生活之中;诗在写出来之前就蕴藏在客观世界,在什么地方期待、吸
引着诗人去寻找,去捕捉,去把握.诗又不是现成的,不是可以信手拈来,俯拾即是的,
它执拗地在诗人眼前躲闪着,拒绝吹嘘“倚马千言”的神话,尤其抗拒虚假的热情和侥幸

的心理,要求诗人去发掘,去淘汰,去酝酿,去进行呕心沥血的劳动.然而,诗的主人公

正是诗人自己,诗人自己的性格在诗中必须坚定如磐石,弹跳如心脏,一切客观素材都

必须以此为基础,以此为转机,而后化为诗.
其次,他们认为,自由诗的形式并非如它的反对者们所设想,没有规律可循,爱怎么

写就怎么写.恰巧相反,诗人十分重视形式,正因为他重视内容,重视诗的本身.形式

永远是活的内容的形象的反映,必须为内容所约制,不可能脱离对内容进行发掘、淘汰、
酝酿的创作过程而先验地存在.因此,诗的形式应当是随着内容一齐成熟,一齐产生

的;如果把后者比作灵魂,形式便是诗的肉体,而不是随便穿着的服装.①

绿原的这些论述,为“七月诗派”的“主观战斗精神”,作了准确深入的阐发,道明了主体

捕捉、发现和酝酿的意义,同时也澄清了人们对他们所使用自由诗的误解,阐明了灵魂与肉

体的相互依存关系.
这两种选本对被掩埋诗人诗作的昭彰,也为新诗史研究中资料的发掘、流派和诗潮的研

究提供了启示.实际上是,以«九叶集»和«白色花»的出版为起点,李金发、穆旦、吴兴华等诗

人的重要性得到了发现和定位,«象征派诗选»(孙玉石编,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６)、«现代派

诗选»(蓝棣之编,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６)、«新月派诗选»(蓝棣之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九叶派诗选»(蓝棣之编,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２)等重要流派诗选先后出版.直至

２０世纪末,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冯至、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艾青、胡风、穆旦、
吴兴华等重要诗人都出版了全集或“诗全编”.

值得提上一笔的是,当代还出现了专门致力于新诗史料和版本研究的学者.在台湾,舒
兰编著的四大册«中国新诗史话»(渤海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８),前两册汇集中国白话诗

运动至抗战胜利,后两册专集中国台湾地区日据时期至１９８０年代,有关诗人、诗派、诗歌社

团、诗刊和诗歌运动的史料,并在各个年代都附有新诗论评的单篇年表,所花费的心血非同

寻常.而在大陆,刘福春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以来,一直致力于新诗集的搜集和研究,为«中
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提供了诗集出版的全部目录,并在后来进行了

规模宏大的新诗编年研究.

① 绿原:«序»,«白色花»,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版,第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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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派研究的收获

以被人为遮蔽的资料的发掘为基础,在研究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改进和

调整,１９８０年代以来的现代新诗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进展.
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诗人研究,特别是重要诗人研究,像研究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冯

至、艾青、戴望舒、卞之琳、穆旦、吴兴华等诗人的论文,数量之多不在话下,还有不少评传、研
讨会论文集、研究资料汇编,以及“××名作欣赏”等.难以一一尽列.就代表性的专著而

言,研究郭沫若的有«试论‹女神›»(陈永志,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７９);研究闻一多的«闻一多

评传»(刘恒,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俞兆平,上海文艺出版社,

１９８８);研究徐志摩的«徐志摩评传»(陆耀东,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徐志摩传»(赵遐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徐志摩诗歌的浪漫性和音乐性»(加藤阿幸,辽宁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研究艾青的«艾青论»(骆寒超,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艾青传论»(杨匡汉、杨匡满,
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艾青的跋涉»(周红兴,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８８)、«艾青传»(程光炜、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研究冯至的«生命在沉思———冯至»(王邵军,花山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２)、«冯至传»(周棉,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冯至评传»(蒋勤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冯至传»(陆耀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研究戴望舒的«戴望舒评传»(郑择魁、王文

彬,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研究卞之琳的«卞之琳著译研究»(张曼仪,香港大学中文系,

１９８９)、«卞之琳与诗艺术»(袁可嘉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卞之琳诗艺研究»(江弱

水,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研究穆旦的有«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
(杜运燮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２０周年纪念文集»
(杜运燮等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等.

不过,中国新诗尚未建立起成熟的形式秩序与象征体系,虽然各个时期都有杰出诗人出

现,却很难说已经造就了标志性的伟大诗人,而中国新诗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也未必已经

完成建构,自成体系.因此,研究鲁迅可以成为专家,研究一个现代或当代诗人却未必可以.
另外,对于新诗而言,单个诗人诗作的研究自新诗草创时期就已开始,作为基础性研究,它数

量最多,却未必最有特色.

１９８０年代以来的中国新诗研究,最有特色的,恐怕还是流派研究.说流派研究是这个

时期的特色,一是因为它在现代尚未得到真正的展开,二是的确取得了成就,造就了学者.
在现代,虽然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划分出了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和

象征诗派,虽然也有孙作云«论“现代派”诗»等一些批评文章出现,但由于各种流派本身的发

展还不充分,成就和问题尚未完全暴露,真正的研究还难以开展;而环境上中国已经进入长

达十几年的战乱,真正的学术研究也无法摆上议事日程.到了１９７０年代后期“文革”结束,
“朦胧诗”站在地平线上向遥远的“象征派”、“现代派”致敬,召唤着诗歌研究必须重新正视被

遮蔽的诗歌现象,而大学恢复高考和学位教育,也为学术研究铺好了温床.
在一定的意义上,从诗人、诗作评论过渡到流派研究,是批评向学术研究转变的标志.

除流派诗选外,较有影响的新诗流派(含诗潮)研究著作主要有:«现代诗人及流派琐谈»(钱
光培、向远,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孙玉石,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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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年８月第一版,１９８５年８月第一次印刷),«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陆耀东,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正统的与异端的»(蓝棣之,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诗潮与诗神»
(王清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朱寿桐,上海文艺出版

社,１９９１),«诗神炼狱白色花———七月诗派论稿»(刘扬烈,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１),
«中国新诗流派史»(柯文溥,海峡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蓝棣之,华夏

出版社,１９９４),«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王泽龙,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探险的风

旗———论２０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张同道,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中国现代主义诗潮

史论»(孙玉石,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七月派作家评传»(李怡,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０),«中国

现代主义诗歌史论»(罗振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等.
在这些中国新诗流派的研究成果中.陆耀东、孙玉石、蓝棣之的建树尤为值得注意.
陆耀东对新诗的关注开始于上世纪５０年代末期,８０年代初开始在«文学评论»、«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１９８５年出版的«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

诗人论»,就是这些论文的汇集.这是一部可以视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新诗重要图标的学

术著作,其中对徐志摩、冯至诗歌创作历程和美学风格的论述,尤有独到的个人心得.作者

对这两位诗人的把握,也是较为全面的,后来陆耀东还分别出版过他们的评传.
蓝棣之是上世纪７０年代后期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录取的研究

生,选择的研究论题就是现代诗歌.他出版的第一本研究著作取名为«正统的与异端的»,是
由于当时现实主义被视为正统,而现代主义艺术取向被视为异端邪说.他的美学立场显然

站在“异端”一边.因此,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了有广泛影响的«现代派诗选»、«新月派

诗选»、«九叶派诗选»,对现代诗的趣味和美感形式作了深入的探讨,出版了«现代诗的情感

与形式»一书.与同时期诗歌流派研究的学者相比,蓝棣之还有一个特点是,他比较重视理

论和方法的运用,他认真梳理过现代派及其代表性理论家(如袁可嘉)的诗歌理论,对文学流

派与文本呈现的“症候”比较敏感.
而孙玉石的研究,或许称得上新诗流派研究的一个里程碑.第一,孙玉石开创了鲁迅

«野草»研究的新格局,包括与方锡德一起发现了鲁迅以“神飞”为笔名,在«国民公报»副刊发

表的一组题为«自言自语»的散文诗作品.唐弢先生认为:这组鲁迅佚文的发现,解决了鲁迅

研究中的一个疑难问题,使鲁迅本人提到的“神飞”的笔名,得到了落实:“几年以来,经过不

少研究工作者的努力,鲁迅笔名大都已同文章对号,惟独没有见到署名神飞的名字.因此这

个笔名还虚悬着.这回«自言自语»的发现,一连七篇都署神飞.这样,由鲁迅本人提出,许
多人看作疑难的问题,终于一下子解决了.”①«自言自语»的发现,使观察散文诗这一文类的

试验,有了宝贵材料.同时,它对我们了解中国诗歌中的象征主义实验,以及这种手法表现

意识与潜意识的意义,提供了启示.实际上,孙玉石是把象征手段作为«野草»的主要艺术手

段看待的.也是从«野草»象征手段的研究出发,他开拓了当代象征主义研究的荒野,奠定了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研究的基本格局,这是他的第二个贡献.刚进入１９８０年代,孙玉石就在

北大课堂教学中系统地讲授“新诗流派研究”,他的«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是我国最早

系统研究象征派的学术著作,虽然１９８５年才发行,但书稿完成于１９８２年,已经在课堂上讲

① 唐弢:«花团剑簇———读新发现鲁迅佚文十一篇»,«鲁迅的美学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版,第

２７３~２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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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先行产生过影响.而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完整勾勒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版

图.孙玉石对于新诗流派研究的第三种贡献,是提出和自觉实践了“现代解诗学”,梳理了

“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为理解和分析现代主义诗歌,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解诗学”在英美

是“新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为理解比较复杂的现代主义文学文本

服务的.孙玉石的“解诗学”是受朱自清«解诗»一文的启发,在总结现代诗歌批评对诗歌文

本的往复讨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的«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丛刊»１９８７年第２期,而践行“解诗学”的诗歌文本细读«中国现代诗导读(１９１７—１９３８)»,于

１９９０年７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四、历史化的新诗研究

如果特色以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来衡量.那么,当代的中国新诗史研究是不能不谈的.
对中国新诗发展历史的叙述,最早是作为文学史的有机部分出现的.比如王瑶的«中国新文

学史稿»(开明书店,１９５１年),在对文学发展进行分期的背景下,每个时期都是先叙述总的

文学发展状况,然后进行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的分类叙述.后来成百上千的新文学史(或
中国现代文学史,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或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基本上都沿袭了这种叙述成

规.中国的文学史写作,是根据大学文学史课程的教学需要,按“部颁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

的,大多缺乏个性.真正有价值的诗歌史.似乎不应从教材型而应从学术型的专门著作中

寻找.在此方面,最早见到的,是１９５９年６月开始在«诗刊»断续刊登的«新诗发展概况».
这是大跃进时代由«诗刊»副主编徐迟建议和组织,北京大学１９５５、１９５６级学生谢冕、孙绍

振、孙玉石、殷晋培、刘登翰、洪子诚组成的新诗史研究写作小组,他们利用１９５８年底到次年

初的寒假,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写出了七章十余万字的书稿.不过,徐迟组织的这次活动,其
意义不在当时而在后来,不在«新诗发展概况»本身,而在把几个有才华的青年领上了新诗批

评和研究的道路,他们后来几乎都成了中国新诗研究领域的中流砥柱,为中国新诗研究作出

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孙玉石１９９５年发表的«十五年来新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谈到中国现代诗歌史的总体

研究,认为“整体的历史的研究是最艰难的研究.也是新诗研究水平的代表”.他在这篇文

章中提及的新诗史著作有«五四新诗史»(祝宽,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抗战诗歌史

稿»(苏光文,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新诗３０年»(金钦敏,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诗潮

与诗神:中国现代诗歌三十年»(王清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新世纪的太阳———２０
世纪中国诗潮»(谢冕,时代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孙玉石先生治学严谨,几乎把之前十五年新

诗史著作一网打尽,只有一本史料粗疏的«中国新诗史话»(杨里昂,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
未能列入.

这些分时期或历时的新诗史研究,孙玉石总体认为“比较薄弱”.不过,如果把视野扩大

到包括台、港、澳等汉语研究界,也有些值得重视的成果,比如台湾王志健的«现代中国诗史»
(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５),就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著作.该书共十二章:第一章中国诗的形式

和内容;第二章黄遵宪的诗学革新及其他;第三章五四运动与新诗革命;第四章启蒙期的中

国新诗(上);第五章启蒙期的中国新诗(下);第六章新诗中的小诗、长诗及其转变;第七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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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的格律诗派;第八章从格律诗到象征派;第九章现代派的崛兴与新诗的踪迹;第十章抗

战期间的中国新诗(上);第十一章抗战期间的中国新诗(下);第十二章抗战后的中国新诗.
这部中国现代新诗史与一般新诗史的不同之处,一是从形式与内容的双重视野交代中国诗

歌的特质,在与古典诗歌的关系上讨论中国新诗革新与革命.二是它的起点不是五四前后,
而是黄遵宪的诗歌维新运动.三是主要按新诗探索的脉络展开叙述.而叙述的角度与重

点,也有特色与个性.
而在１９９５年至今新诗史中,朱光灿的«中国现代诗歌史»(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原来

作为中文系选修课的教材印行过,“经过十年间的边使用、边充实、边修改”而后正式出版

的①.作者把现代诗歌分为“开创时期(１９１７—１９２７)”、“发展时期(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和“成熟时

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９)”,但叙述时主要以诗人先后出现与重要程度来分章分节.看看目录你不免

惊讶,现代三十年间,有这么多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诗人吗? 这部厚达一千多页的著作的另

一个特点,是对新体旧体一视同仁,连何香凝都列节叙述了,然而却遗漏了郁达夫、顾随、马
一孚、聂甘弩等人的旧体诗成就.与朱光灿的新旧杂呈不同,龙泉明的«中国新诗流变论

(１９１７—１９４９)»(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只讨论新诗.这本书的作者虽然对四个时期的划分

与一般文学史著作没有什么不同,但把五四时期新诗的草创称为“白话化运动”;把１９２１年

至１９２５年看作是新诗的“奠基”时期,并且认为它是一场“自由化运动”;把普罗诗歌、格律派

诗歌、象征主义和现代派诗歌整合为“两大诗潮的并峙与对流”;还在新诗抗战以后的大众

化、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多脉流向”中理出一个“历史大汇合的趋势”,让人觉得新鲜有趣;而
以郭沫若、戴望舒与艾青三个诗人来标志中国新诗的三次整合,也是该书的一个特色.

进入２１世纪以后的新诗史研究的著作,不在我们检讨的范畴,但很可能那才是它真正

的收获期.像«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王光明著,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中国新诗史

(１９１６—１９４９)»(已出版一、二两卷,陆耀东著,长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００９),«中国新诗史

(１９１８—１９４９)»(沈用太著,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无论在材料、分期或诗人诗作的介绍上,
都有新的贡献.不过,文学与历史天生就有矛盾,而新诗本身又还在摸索、尚未成熟,要把中

国新诗这样一种尚未定型的文学现象历史化,条件并不成熟.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新诗”
如果一旦被历史化,建成文字的纪念碑、博物馆,供人们瞻仰、参观,它也就变旧了,连弱点和

问题也被正典化了,原本具有动力学意义(“新诗”原也是可以作为动宾词来理解)的创新冲

动也就减弱了.
因此,似乎不必急着为尚未完成且存在诸多争议的“新诗”建造历史的纪念碑,或者说,

新诗的历史研究,应该根据一种现代文学形式诞生与成长遭遇的问题,寻找新的研究策略.
新世纪一些研究著作表明,中国新诗的历史研究,倘若能够认真梳理和呈现一个新事物从诞

生到成长过程的不同观感和研究结论,不是武断地为历史作定论,做了断,而是呈现认真的

思考,关注发现的问题,将更有利于激活新诗探索的动力.

① 朱光灿:«写在前面的话(代序)»,«中国现代诗歌史»,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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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StudyoftheHistoryofContemporaryChinasNewPoetry

WangGuangＧming
(TheResearchcenterofChinesePoetry,CapitalNormal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０００)

　　Abstract:AlthoughthestudyofChinesenewpoetryshistorystartedfrom１９５０s,it
wasseriouslyinterferedby manynonＧpoem andnonＧacademicfactorsfrom １９５０sto
１９８０s．Thestudywascarriedoutnormallyuntil１９８０s．Itbeginswithdiscoveringthose
poetsandpoemswhichareburiedinthehistory．Andthisworkhasachievedremarkable
achievementsinthestudyofChinesenew poeticgenre．Thenonthisbasis,alarge
quantityofworksaboutthedevelopmentofChinesenewpoetryarewrittensuccessfully．
However,Chinesenewpoetryitselfisstillfindingoutitsway,andtheconditionsfor
writingthehistoryofnewpoetryarestillimmature．So,itisnecessarytoexploresome
newresearchideasandnarrative methodswhicharedifferentfrom thetraditional
literaryhistory．

Keywords:Studyofnewpoetry,Historymaterialsexploring,Genre,Historyof
newpoetry

(学术编辑:王晓平)

王光明,男,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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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年电影中对工人阶级时代经验
与历史叙述的形式问题

王晓平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芳香之旅»与«二十四城记»是近年少有的两部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经验

进行刻画的电影作品.它们都带有极大的重写国族史的企图,也实现了某些历史叙述的突

破.但由于受到当前去政治化时代流行的新历史主义观对“普遍人性”看法的深刻影响,导

演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由此安排人格个性、思想和选择,并常常将知识分子的视角、立场和

惯习代入与投射到人物描写和人物关系当中.当已经过去的历史成为“想象”的时刻,我们

尤其需要对“纪实和虚构”的缠绕的文化政治受到当下流行话语所左右的情势保持清醒的认

识.
关键词:«芳香之旅»;«二十四城记»;历史叙述;新历史主义;工人阶级

近年来,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经验的刻画虽然在电视剧里不乏佳作(如«金婚»),
但在电影里却非常少见.章家瑞的«芳香之旅»(２００６)、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２００８)是其

中少见的两部.它们都由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制作.«芳香之旅»在２００６的第３０届开罗

电影节上获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三项大奖.评委会给出的评语是:“这部电影

表示了人类伟大的爱和真诚,中国的历史和中国人情感的变化.无论是剧本还是摄像、表
演、美术都接近完美.”①作为力求得到国外电影节奖项的作品,导演也预先设定了部分这些

国外观众的“凝视”目光:“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能够从中国历史的变化中,看到真实中国人的

日常生活,看到对于中国人最真实的内心情感的描述,看到中国人在那个年代下是怎么生活

过来的,怎么样以他们的坚韧,坚守来度过这四十年,使中国能够走到今天.”②这种大跨度

的叙述显然带有某种“史诗”的抱负,因此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这样评价«芳香之

旅»:“巧妙的故事情节和深邃的人文关怀结合起来,使得«芳香之旅»成为中国平民的史

诗.”③而贾樟柯２００８年拍摄的«二十四城记»,也包含了极大的重写国族史的企图.他叙述

了自己“毫不犹豫地去了成都决定一部新电影的拍摄”的原因是:

①

②

③

参见 «新 浪 娱 乐 独 家 对 话 ‹芳 香 之 旅›章 家 瑞»,http://ent．sina．com．cn/m/c/２００６Ｇ０２Ｇ０６/

１１１７９８７４０２．html.
参见 «新 浪 娱 乐 独 家 对 话 ‹芳 香 之 旅›章 家 瑞»,http://ent．sina．com．cn/m/c/２００６Ｇ０２Ｇ０６/

１１１７９８７４０２．html.
参见 «新 浪 娱 乐 独 家 对 话 ‹芳 香 之 旅›章 家 瑞»,http://ent．sina．com．cn/m/c/２００６Ｇ０２Ｇ０６/

１１１７９８７４０２．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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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６年底,有一天新闻里讲,成都有一家拥有三万工人、十万家属的工厂“成发集

团”(又名“４２０厂”),将土地转让给了“华润置地”,一年之后整座承载了三万职工、十万

家属生活记忆的工厂将会像弹烟灰一样,灰飞烟灭,而一座现代化的楼盘将拔地而起

从土地的变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集体主义到个人.这是一个关于体制的

故事,是一个关于全体中国人集体记忆的故事.①

这部电影标志着导演在此前几部作品在海外大获成功而声誉日隆,并后来居上地成为

第六代导演的代表的基础上,开始从社会小人物(比如舞女、小偷)身上转移视线,把目光转

向同样是边缘群体,但却是一个庞大的曾经是共和国国族身份主体的“工人阶级”身上,试图

为他们作传;这同时是对新中国历史的记忆性书写.
作为同时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年代,以“我的摄像机不撒谎”为宣言的第六代

导演,我们期待他们能呈现时代与历史的“真实”.那么他们从何种角度入手呈现工人阶级

的历史? 他们的叙述如何做到“真实”? 工人阶级是否有可能叙述自己的历史,还是被他者

叙述? 这个他者是谁? 从中我们能获得何种对于记忆和现实之间关系的启示? 这两部电影

为这些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二十四城记»:混合纪实和虚构的“伪纪录片”的形式问题

«二十四城记»以伪纪录片的形式混合了纪实和虚构.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故事,一是

回忆和叙述中以个人经验为依托的一座工厂的五十年变迁,及由厂与人的遭际所展现出的

当代中国史,另一个则是五十年的历史是借重怎样的主体身份被叙述出来,并由个人的

或地方性的经验升华为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记忆”②.我们且来看这里混合了纪录片形式(由
真实人物出场)和虚构片(由职业演员演出)的“口述史”是否“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人生以

及在此基础上的新中国历程.
在进入解读导演通过人物叙述对历史的呈现前,对于历史“背景”的简单介绍是必要的:

成立于１９５８年的４２０厂是在当时战备紧张的状况下,根据毛泽东建设三线的战略部署,为
了将飞机发动机制造工业从东北迁移到西南,在国家指令和政治动员下,制造飞机的原沈阳

１１１厂的数千工人远徙成都,并在此扎根数十年的产物.它经历了六七十年代作为国家重

要战略工厂、八十年代初期以后国家经济转型期间的不景气,以及九十年代后彻底没落的过

程.２００８年,工厂再次迁移到新的工业园区,位于市中心的土地被房地产公司购买,新开发

的楼盘取名“二十四城”.

(一)三代“厂花”的命运

评论一般认为,电影里最显著的结构是三代“厂花”的叙述.她们都由职业演员扮演.

①

②

贾樟柯:«序:其余的都是沉默»,«中国工人访谈录:二十四城记»,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
页.

刘岩:«“工人老大哥”最后的家国身影»,«中国经济»２００９年７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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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丽萍扮演第一代(六十年代)厂花郝大丽,陈冲扮演第二代(八十年代)厂花顾敏华,赵涛扮

演第三代(九十年代后期)厂花苏娜;她们的工作期间分别对应上述工厂发展的三个阶段,当
然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三个时期.

当大丽出场的时候,她一只手高举着挂瓶,走了一段街路和楼道才来到办公室,这种招

摇让人感到一种隐隐的不安;这位扮相并不显老的女人对着办公室喊她阿姨的文员说:“你
叫我阿姨? 应该叫我奶奶!”一股倚老卖老的酸腐之气随着这种话语油然而生;她看不顺眼

这位对她十分礼貌的坐在电脑前的年轻姑娘:“现在上班还允许化妆?”姑娘耐心给这位外表

不显老、却流露出“马列主义老太太”架势的人解释:“外企不化妆还不让上班呢!”大丽面露

不屑:“这不是国企吗?”文员噤声不语.这位一出场就令人心生反感的妇女于是开始她自己

的讲述.
她所叙述的内容可以分为四段.一是工厂的重要性.每月分发五块保密费,六十年代

大饥荒外面吃不上饭的时候,这里每人每月还可以分到３斤肉,因为“发动机上天的东西,马
虎不得”(此时关于她的介绍的字幕显出“原成发集团车间工人,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

号”);二是他们的待遇奇高:“记得发工资时,银行在厂门口设店,７５年我５８块钱,存３０
块”;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福利齐备:“工作服、工作手套,舍不得扔,寄给我妹”,后者拆

了用来织线衣线裤;三是今昔对比:在农村经营小卖部的妹妹的小儿子今年给她寄５００块,
因为知道她“厂里困难”.而作为重点讲述并给人深刻印象的,是第四段内容中她个人的牺

牲:转移时刻丢了自己的孩子,开船的汽笛响了,“这个厂是军事化管理,我们做军工的都知

道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所以那汽笛响就跟吹了军号一样,必须得走”.她“１８
岁当妈,那年２１岁,孩子３岁”.对着坐在她对面并未露面的虚拟采访者,她讲得声泪俱下,
似乎就是为了诱发观众同情的眼泪.但由于吕丽萍是个观众熟知的演员,当大家淡定地看

她表演时,能否造出如此感人的效果实在存疑.最后,则是她端着碗边吃边看电视的侧面镜

头,我们只听到画外音:“西南方向有敌机”显然这是一部那个时代的战斗片:她在忆旧.
当陈冲扮演的“小花“第一次出现时,她正和一些老朽的退休女职工围坐成一圈在唱京

戏.一曲终了众人散去,她对着镜子在描口红、眼线.坐在她对面的人和她用上海话攀谈了

一阵.奇异的是,她的谈话从到上海看望她的弟弟转到了抗战:由于“东洋人打进来”,不少

上海人那时跑到四川,胜利后他们变成“抗战功臣”,拼命吃辣以显示自己在四川呆过.这段

显然是对国民党抗战历史的叙述在这里显得突兀.但如果我们想起这位演员刚刚在此前不

久国内引起轰动的电影«色戒»中扮演一位汪精卫一方的汉奸老婆,我们会猜测导演是否有

其他寓意.由于她出生于１９５８年,我们会设想她因为十年“文革”而没有受到官方系统的历

史教育,因此对于抗战史的认识受到当下流行的修正史学的影响(即肯定国民党抗战功绩).
而对于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观众来说,她的外号“小花”还唤起另外的记忆:演员陈冲在

１９７８年(也就是这位她扮演的顾敏华从上海航校分配到４２０厂那年)饰演了引起轰动的电

影«小花»里的赵小花一角;这是奠定她在中国影坛名气的处女作.从这两个互文文本来看,
导演似乎刻意引起观众对这个对着虚拟采访者讲述自身经历的角色的距离感.更有意思的

是,她在一群古装人物中演唱越剧«红楼梦»选曲后(她的角色是林黛玉),不脱下戏装换成日

常装束,而是身着戏装、拎着菜篮子,与上一个厂花“大丽”一样(大丽是手高举着挂瓶),也招

摇过市地走了一大段街路后回到家中,似乎她们都有特意招引路人瞩目的心理自我暗示.
在她侧身坐着进行的自我叙述中,人们得知当毕业分配时,大家都四处活动想留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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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只有她选择离开;因为七个家人一起住在二十多平方米的阁楼上的拥挤不堪忍受(这无

意中显露了利己的动机).由于厂里男多女少,她很受欢迎.此时互文正式出现:很多人说

她像“小花”.她叙述了两件事,分别关于厂里当时的工作状况和自己找对象的经历.前者

反映了当时厂里十分严谨的工作态度:挂在橱窗栏里的一个英俊小伙引起大家对他身份的

猜测:要来的团委书记? 去老山前线慰问解放军的党代表? 直到过几天厂里开会,领导才告

知他是因为厂里工作出了纰漏,零件不合格引起飞机故障,为了保护群众不受伤害而牺牲的

飞行员;领导要大家都“各自反省反省”.而后一件事则反映了她蹉跎岁月、青春逝去的过

程:本来她给介绍了一个厂里的电大老师,父母都是高干;但由于一个暗恋她的人冒充她给

他自己写情书,两人引起误会而分手;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中越战争趋于结束,军工厂效

益转差,转产民品生产冰箱,她调到上海搞推销,之后又在经商大潮中停薪留职开公司,但这

时已经年过三十,介绍的都是已婚有孩子的男人,当人后妈不愿意;最近她认识了个“条件还

不错”的老总,年轻时是个砖瓦工,第三次见面时告诉她自己年轻时就认识她,当时觉得喜欢

这个厂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想以后发达了要找她.这句话使得“小花”心生极大不满,
对着“采访者”大发牢骚:“我现在就算不是什么‘标准件’,也不是报废件吧? 我有我自己的

标准尺寸!”当她叙述结束,屏幕出现了她的介绍:这位顾敏华是“精密车间质检员”,但显然

她的工种在这里无足轻重.
针对这两位厂花的叙述,评论者多认为叙说了她们的牺牲,而且这种“关于‘体制’及其

‘代价’的故事是以家/国叙事的模式来讲述的”①.表面上看似乎如此:她们一个丢失了孩

子,一个至今单身.但我们细究之下,这个说法并不站得住脚:丢失孩子是她自身疏于看管,
而至今单身不是由于此前的控诉片里常常叙述的组织干预,而是她的选择性疏忽(由于外号

“标准件”,是工人心目中的美丽厂花,她自然有较高的要求:她叙说由于当时“不像现在这么

‘开放’”,又太忙,天天加班,所以不太在意对象)和自视甚高的贵族心态(尤其是最近这次希

望选择“老总”又不愿嫁给出身贫寒的大款的高傲心理).但虽然导演设计以她们的故事来

将“自然化的家庭对照于异化的国家”显得牵强,她们如今的“忆苦”表现确实是八十年代后

“对阶级论与集体主义的一次反拨”,也反映了九十年代后“社会急剧分化、重组所带来的失

序、失落与茫然”②.当导演试图借用«小花»中伤感的主题曲“妹妹找哥泪花流”来让她们的

“悲剧”煽起观众的同情时,他没有看到的是,正像陈冲早已经背离了她扮演这个角色时候的

阶级情感一样,这些演员扮演的角色此时倚老卖老、炫示自己在“旧时代”“为国家牺牲”的行

为,只不过表明了在时代的转变下,对于过去行为的某种“后悔”和叛离;与其说它是一种当

时人物自身所作的忠实的“怀旧”,不如说是一种“演员陈冲”为道具与载体的知识分子此时

情感和观念的投射.
而第三代“厂花”其实根本就不工作了.这位由导演御用女演员赵涛扮演的娜娜１９８２

年出生.有意思的是,当她刚出现在镜头前,也是与顾敏华一样“对镜贴花黄”在描口红;然
后她拉着拖拉行李箱,与前两位厂花一样,走过同一条街道,也接受了一位相识的路人的招

呼———她也显示了同样的自恋.而她的自恋还有更高级形式:在开着车驶过高速路后,她竟

①

②

刘岩:«“工人老大哥”最后的家国身影»,«中国经济»２００９年７月号.
刘岩:«“工人老大哥”最后的家国身影»,«中国经济»２００９年７月号.引文出自戴锦华:«隐形书

写»,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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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来到一片菜花地里,停车瞭望(身后是耸立的在建的片片高楼),然后来到曾经就读的、
如今人去楼空破旧的“成发集团子弟中学”里.在她不无自得的“忆旧”的闲逛中,画外音响

起.与“小花”一样,她充满了对年轻时的自我美化:“我高一时候１米６６,条特好,我那时还

想着我将来是不是还能当模特什么的.可是后来不知道怎么没长高,挺遗憾的.”此时镜头

显示她刚走过一个墙壁上突出的手擎灯柱的建筑前,并细细端详.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标

志性设计:高擎着马列主义真理的火炬;而她的端详显然在显示她“奇异”于她不熟悉的过

去.
接着,她与前几位访谈者一样,侧面对着虚拟访谈者侃侃而谈:因为成绩不好,她没考上

大学,也不想去４２０厂上班;但她接着转了话头,自得之意又在她的表情和手势上显现:“不
过我觉得现在还行,我现在是个买手,我每两个星期都要去趟香港的,替别人扫货,成都有钱

人还是挺多的有钱的闲太太们,她又想时髦她又嫌累,我呢,就帮她们去扫货.”这些暴

发户豢养的女人们中意的是最时髦的奢侈品,而又嫌累,因此滋生出了像她这样的掮客,她
不无得意并且丝毫无自愧地说:“反正我每件加一千,我觉得还行吧,凑和.”而此时她对面的

“访谈者”附和奉承地说道:“挺好的!”这使得连“娜娜”都显得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笑,并迅速

地再次转移话题.她告诉“采访者”,她在飞机上认识的一个外国朋友想承包旋转餐厅,让她

当总经理;她承认自己没有搞过餐饮业,但想试试,“说不定我还真成个女强人呢.你说呢?”
在取得又一次附和的声音后,她粉饰自己买车炫富的动机:“主要是为了给我自己搭个平台.
你说我每天跟那帮阔太太在一起,我不买车好像也不像回事.”在潜在的“采访者”这个“知识

分子”的唆使和配合下,“娜娜”完成了后者所期待的述说.
接着她不知道怎么就谈到自己的母亲,这个１９９５年就下岗的女工,由于当分厂厂长的

丈夫当时“一根筋”坚持原则,没给她安排个岗位,她自己在线杆厂找了个临时工的工作直到

现在.她又谈到对自己父亲的理解:在她眼里,刚退下来的父亲整天失魂落魄,是因为不适

应没权的日子,每天一起来坐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抽烟.他所考虑的事情当然是她所不理

解的,她认为这是因为退下来的父亲没有了此前络绎不绝的访客的缘故.
对父母一辈的选择不理解(因为她已经没有了他们那一辈的思想和理念)的她接着大方

地谈到自己在三个地方跟三个男友同居过;不想回家的她很少回家,因为她一回家都感觉到

失败的压抑情绪.有一次为了取户口本,才发现家门的钥匙找不着了,只得第一次去工厂找

母亲要.此时电影里才出现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反映工人劳动场景的叙述:“我一走进

那个车间,我就听见那轰隆轰隆轰隆的声音,说话得喊着.我往里一看,根本找不见我妈.
里面所有的人穿着蓝色工作服,低头干活.”这个场景显现了工业化时代大工厂劳动的场

景———虽然这是在现在,但它显然暗示了社会主义工厂的劳动表面上和资本主义工厂劳动

的强度没有差别(如果去除了阶级觉悟的话,更没有多少不同之处).当她“一张脸一张脸”
地找她妈,终于在一个墙角找见“分不清男女”正在做着机械的动作,搬着沉重的钢锭(搬一

块扔一块)的母亲时,她带着哭声说自己觉得从心里发出来地心疼.当晚她回家吃饭并在家

睡觉.她说:“睡在床上那一刻,我觉得我开始长大了,我开始心疼我爸我妈了.”
这种带着哭声的叙述或许“发自内心”,但也不无矫情;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与其说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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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花,或者如宣传所说的“工人的女儿”,不如说她是工人阶级及其(社会主义)理念没落的标

志.① 而导演对这三代“厂花”的呈现,则共同在无意中以“怀旧”的方式表现了她们虚荣、做
作、自得而不自觉的姿态.

(二)空洞的工人阶级历史记忆

如果说由专业演员扮演的这三代厂花的呈现和叙述都带有问题,那么我们看看“真正”
的工人对自己生活的“真实”回忆是否存在可议之处.

影片中第一个出现的女工其实是侯丽君,但无论她的样貌和她的叙述都不给人“厂花”
的感觉.换句话说她是普通的员工.这个１９５３年出生的维修工坐在公交车上,正在开的偌

大的车里只有她一个人,在动情地诉说自己的经历:与在成都工厂的母亲和远在东北的外祖

父母的长期骨肉分离,时隔十四年才有一次探亲的机会,因此有那种生离若死别的体会.这

个工人世家在毛泽东时代移民“离家”并为厂服务数十年,却在１９９４年在她四十一岁、儿子

上小学六年级的当口在市场化改革中“政策性”下岗“回家”.这个对比显示了两个时代的不

同政治(“政策”)取向:“母亲为‘大家’舍‘小家’,当侯丽君自己成为母亲的时候,这个‘大家’
却已不再需要她.”②但她接受了“减员增效”的说法,并津津乐道厂里给这十几个第一批就

被裁的工人安排酒席.他们个个哭成泪人,拉着领导的手问:“这么多年,有没有迟到? 工作

有没有不认真的时候? 工作出没出过过错?”领导回答“都没有”,但就是“要不了那么多人”,
因为这个厂现在是“自负盈亏的一个单位”.结果,孩子的学费、一家三口吃饭的费用都靠她

一个月２００块的生活费.
关于国有企业的工人在这个时期及以后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而在“减员增效”的名义强

行下岗,并以极小的补偿买断工龄(并经常伴随着权贵私有化、贱卖国企和官员贪污腐败等

现象)的浪潮,这个工人叙述的时候没有任何质疑和批评;她所叙述的仅仅是工人生活拮据

的“悲情”,而她对待这个悲情不但透露出“分享艰难”的官方论调,而且很快就被“自我奋斗”
的又一个官方喜闻乐见的后续故事所接替:她在家中墙上贴了座右铭:“不论顺境困境,都要

勇往直前”,在外出四处找工作前都要念几遍.她摆地摊卖黄桷兰,担心被交警、城管看见没

收.而现在则是在家做缝纫.她认为这导致了“人有事做,老得慢一点”.此时画面转换,两
个中年妇女站在一起演唱“今夜有约,今夜无眠;当钟声穿越时空,敲响新的千年,来吧,亲爱

的朋友;来吧,亲爱的伙伴”体制转换过程中的不公正在这种叙述中被完全遮蔽省略,而
出现的却是励志故事.我们相信其他职工有这样的抗议,而导演承认他省去了许多“极端”
的个人回忆,而选择他认为有“代表性”的口述.“下岗分流”这出大戏被展现为“通俗悲喜

剧”乃至“励志言情剧”.
如果说这个工人的“个人化叙述”不由自主地体现了官方叙述的特色,那么由真实工人

“自己扮演自己”的事例则在一开始就出现.这是第一个出场、坐在空旷的破旧厂房里坐着

①

②

根据网上的报道,我们有理由相信下面一段由于某种原因(也许是影片时长)被删除:她现在的最

大愿望是“挣很多很多钱”,“给我妈我爸在二十四城买一套房”.劳碌了一生的劳动者无法买上一套像样

的房子,而这位掮客则有此财力过上比她父母一辈好得多的生活.父母一辈持有的“劳动最光荣”的社会

主义理念已经在这个改变了的后社会主义时代被彻底抛弃.
刘岩:«“工人老大哥”最后的家国身影»,«中国经济»２００９年７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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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工人何锡坤.他没有怎么叙述自己,我们从字幕知道他１９４８年出生于成都,１９６４年当

上了钳工学徒工,后来参军.奇怪的是,无论从字幕还是他的叙述里,我们都不知道他现在

的身份.他先是回忆,然后探望了自己当年的师傅钳工组组长,一位５０年代从沈阳来到成

都的老工人.师徒之间的故事在他的讲述里,只剩下师傅教导他要爱惜劳动工具,要回收、
再利用一般认为可以废弃,但他还可以用的工具,因为它“经过很多人的手”.而这个师傅的

工作态度是武斗的时候停工,他还坚持上班,而当时“厂里基本没人”———一个显得对工作机

械入迷的人,很难看得出这是基于什么政治意识.当何锡坤随后去探望师傅时,后者回忆起

他１９５９年刚来厂里,休息一天晚上就加班,过年过节都加班,因为“任务紧,朝鲜在打战”,这
里师傅的记忆显然出了毛病,而他也没有加以纠正.这个错乱的记忆使得原来就单薄的社

会主义时代劳动场景在现在更加扑朔迷离,不可回忆.
评论者注意到,何锡坤“试图讲一些师傅的事情,但他的回忆其实相当单薄”,除了珍惜

工具的“概念化的细节”,就是对师傅说的后者“‘对厂里贡献很大’这样没有细节的概念.”这
可能与他很快离开工厂去当兵,因此劳动经历和对工业化生产了解不多有关.“于是久别重

逢的两代人的交流实际上不过是沉默,徒弟伤感地抚摩着师傅的额角,老人则从喉咙里发出

毫无意义的呜噜声,仿佛真的已经丧失记忆和表达的能力”.① 而对于这种访谈中无话可说

的场景,下述评论更显示了研究者的细心:

　　值得玩味的是,何锡坤在这个师徒会面场景中充当的询问者角色正是此后的全部

访谈场景中导演贾樟柯本人扮演的角色,他们曾与被寻访者属于同一种大历史,但作为

幸运的“走出”者,他们已失去与这一历史的当下关联和经验的连续性,因而只能借助他

者话语重建记忆.影片的整部“口述史”以沉默或失忆开头,似乎可以作一种拉康式的

解读:回忆只是徒劳地填补失去的对象的空位,语言注定无法触及真实界.然而,那沉

默所在的地方却又并非一处单纯的空隙,而是一个具体的身份,当叙述者身份是母亲、
女儿、单身女人或“体制”内外的成功人士的时候,他们从自己的角度皆有故事可讲,为
什么偏偏工人师傅就不能说话呢? 面对关于历史记忆的文本,我们当如何“历史”地看

待这个不能说话的“老工人”身份? 除了衰朽的生命与日暮途穷的职业,它还能否意味

别的什么?②

如果说这个表现得名不副实的“老工人”何锡坤对真正的,但却已经失忆耳聋的“老工

人”的“访问”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缅怀与凭吊”之旅的话,那么导演安排的另外一个不合格

的“老工人”则是一位退休的管理者阶层的一员:前党委副书记关凤久.尽管那时的管理者

也是劳动者的一员,但这里我们看不到相关的叙述,他的出现单薄得几乎可以完全忽略.据

字幕,他“１９３５年出生于辽宁海城,曾任成发集团保卫科长,退休时为厂党委副书记”.导演

只安排他叙述了一件事,就是按照毛主席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原来在沈阳的修理飞机的

１１１厂百分之六十的设备和人员(约４０００人)迁移到成都包建４２０厂.此后他间断出现,打
着手电筒在厂区出没,仿佛在重温他当年的尽职尽责的工作场景.有意思的是,他的访谈被

①

②

刘岩:«“工人老大哥”最后的家国身影»,«中国经济»２００９年７月号.
刘岩:«“工人老大哥”最后的家国身影»,«中国经济»２００９年７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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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在一个类似“工人剧场”的场所进行,他坐在近处的观众椅子上,而导演对在远处的戏台

还给了个近特写(此后一直在此背景下让关讲话):幕布上是蜿蜒曲折的万里长城,而竟然有

两个年轻人在台上打羽毛球.这似乎象征着过去的为保家卫国而奋斗的时代已经过去,其
场地变为娱乐健身的所在.

“关书记”的厂史叙述是前半段,“现任管理者”、由陈建斌饰演的“宋卫东”的“回忆”成了

后半截.生于１９６６年的他被设定为留在“体制内”子承父业,如今担任总经理办公室副主

任.他抽着烟,潇洒地挥手高谈阔论.先是不无自得地诉说他们用转让工厂土地的钱在新

都盖了新的工业园,他现在所在的办公室将来就是五星级的酒店.这显然也是对官方路线

“减员增效”、“股份制改造”和“土地转让”的肯定;人们容易从他的飞扬神采中忘记被下岗的

侯丽君,因为他们两人被“郝大丽”的叙述隔开.他接着“介绍”国有大厂一般具有的“从幼儿

园到坟墓”的教育、工作和福利体系,但不见他对此贬损(在这个时代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中,
是因为这种“负担”造成了国有企业的亏损和低效),他反而得意地说觉得这种自成世界的大

厂“牛”,与地方上“不需要联系”;唯一联系的竟然是与当地青少年“打架”,而他被地方上打

架的孩子赦免的原因在于那天周总理逝世.他的叙述由此也顺利地过渡到了１９７６年;而此

后时代的转变通过他的失恋经过来间接体现:由于高中毕业时厂里效益好,他不上大学而留

在厂里,正谈恋爱的女友考上大学,几年后工厂效益转差,结果她听从父母劝告与他分手.
他记得那时电视台正播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这是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的时代.当电影

插曲响起,这种无意中显示工人阶级地位下降的信息被展示为青春期的伤痛,成为又一种

“牺牲”,但这种“怀旧”是诗意的“伤感”:荧幕上又出现了叶芝的诗句:“秋叶繁多,根只有一

条;在我青春说谎的日子里,我在阳光下招摇.现在,我萎缩成真理.”
然而,在这种诗意的缅怀中,不但过去时代的工人的劳动场景见不到叙述,而且“新时

代”的工人的感受也付诸阙如———除了弃工从“商”的苏娜,我们只见到了一位弃工从“艺”的

１９７４年出生的成都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赵刚.他叙述１９９０年当时自己拿到技校通知

单,初次坐火车从成都到吉林“外面的世界”去时很兴奋,当要去工厂实习、穿上厂服的时候

也充满新鲜感,但当分配到一个东北磨工老师傅那里作学徒时,机械大量的重复打磨工作使

他心生厌倦,认为单调乏味又压抑个性,决心不读而去闯世界了.这个９０年代的选择与其

说表明青年人第一次“发现”了工业劳动的无趣和单调,不如说它表明工人阶级在此时地位

的没落,劳动意义的丧失,和市场化改革前夕走向“外面的世界”去尝试开始迅速增加的更多

机会的诱惑.访谈结束,赵刚和他的工人父亲站在战斗机前合影,而另外一幕是一群手拿钢

钎的农民工站成一群,麻木地看着镜头:熟练的技术工人已经难觅,新一代产业工人只能由

这些“农民无产阶级”组成.如评论者说的,这一段叙述“是一种转变了的共同体想象的个人

化表达:工厂不再是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表征,而已成为迅速发展变迁的中国社会中的边缘空

间”①.

(三)“口述史”形式的文化政治学

在影片的真假参半的“口述回忆”中,我们先后看到下列人物的出场顺序:

１何锡昆(１９４８—):老工人

① 刘岩:«“工人老大哥”最后的家国身影»,«中国经济»２００９年７月号.



论近年电影中对工人阶级时代经验与历史叙述的形式问题 中国现当代文学新探

２０１５年４月第二辑 １３５　　

２关凤九(１９３５—):老管理者

３侯丽君(１９５３—):牺牲天伦之乐、下岗后自食其力者

４郝大丽(１９３７? —):牺牲家庭(下一代)的第一代厂花

５宋卫东(１９６６—):现任管理者

６顾敏华(１９５８—):“牺牲青春”的第二代厂花

７赵　刚(１９７４—):结束工人世家传统的新时代青年

８苏　娜(１９８２—):新时代的掮客

如果我们把第５个和第６个叙述者对调,那么它基本是按照工厂发展顺序来进行处理.
在这条歧出的缅怀与追忆的链条里,人们注意到“从母亲、女儿或单身女人角度讲述”的一般

是“私领域与公领域相疏离的经验”,而“男性主体的叙述则以父子故事呈现出更为复杂的

‘家’/‘国’含义”;但不管如何,在这个工厂五十余年的历史变迁中,“人们所能找到的确定归

属似乎只是压缩在单元房里的血缘亲情”①.
影片很明显地利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集体主义与个人”的二元对立,根据访谈者

的内容来选择谁将进入电影.未能经历那段历史的导演对于历史的“想象和建构”通过这些

进入者的“扮演”来完成.导演认为,对于找职业演员来扮演“真人”,让“大多数人,根本不知

道那是排演的”,那就“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伪纪录片”.他由此推理道:

　　既然有虚构的部分,应该告诉观众,这部分是假的,是演出来的,是被导演干预过

的,而且任何一个作品,我觉得都是导演结构过的,都被导演干预过.从这个角度来说,
讲述有５０年记忆的,带有回忆、带有记忆色彩的影片,很多的因素促成这样的方法.从

这个角度来说,不是说是不是像演,而是的确让人知道是在演.②

导演的这种理论似乎是在运用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但是布莱希特的目的是让观

众了解日常习以为常的现象和行为的荒谬,产生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从而打开对另类生

活方式的想象;而导演“让人知道是在演”则是包含对“(被回忆与被书写的)历史”的严重不

信任.换句话说,这是在新历史主义观念下对“纪录片”的原始观念的颠覆,对以“我的摄像

机不撒谎”为口号来“呈现现实”的第六代导演最初观念与初衷的背离.
这种对“历史真相”不可呈现、只能想象的看法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在先锋小说中已经

大行其道.它表明对官方“宏伟叙述”的不满和弃置,对自由主义人性观作为“普遍人性”的
信赖和热衷.这即使在形式上也能找到相似之处.比如郝大丽丢失孩子一节,屏幕上竟然

出现了“奉节政府立即组织群众沿江搜索,之后厂部派人多方寻找,但一直没有孩子的下

落———摘自«成发集团发展史»”的字样.鉴于官方历史记录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私人经历的

记载,我们不由自主想到格非的小说«青黄»中对伪史的忽悠和编造.
让我们更深入地剖析导演通过这些人物作为工具要表达的理念.导演特别热衷通过女

性的“牺牲”的叙述来表明“国家、社会是与个人疏离的外在他者”,这个从后发的普遍人性观

上的“重现过去”表明,影片表面是从她们所在时代的背景下来看她们的遭遇,但其实却是抽

①

②

刘岩:«“工人老大哥”最后的家国身影»,«中国经济»２００９年７月号.
许知远、贾樟柯:«对话:历史与时代»,http://www．eduww．com/Article/２００９０４/２３７１０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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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了时代去理解她们:因为她们的痛楚是在今天这个已经背离了她们牺牲初衷的社会里(虽
然她们未必有意识认识到这一点)表达出的(这并不意味着当时他们并不感痛苦,但此时的

表达却是被时代氛围所激发的);她们通过抒发胸臆在这个社会达尔文时代得到一种心理补

偿.在她们此时看来,她们是为国家做出牺牲;但在这个今日之“国家”与昔日之“国家”已经

有本质差别的时代,她们的遭遇叙述成为对去政治化后的“国家”的批判,而且批判“仅指向

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不同时代、不同原因的个人伤痛被笼统地归纳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代
价’”.而且,它“通过传统性别角色的自然化”(在那个时代,她们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去

性别化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而今天却是大多热衷描口红的商品时代追逐时髦者;若不如此则

成为令人厌烦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如郝大丽),来使得今天女人在情感和价值认同上“回家”
的主流观念得以确立,而后者是今天男权社会“重新叙述自我和国族的特定修辞手段”①.

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在影片的当下语境中失语、失忆与沉默的部分.在影片结尾时,
在镜头对成都城市全景的扫描中,屏幕上再次显现诗句:“成都/仅你消逝的一面/已经足以

让我荣耀一生”.导演试图呈现“消逝的一面”,但他所做的只是部分的敞亮,而更多的是遮

蔽.“消逝的一面”与这里全景画呈现的高楼大厦所表现的“自昔称繁华”的都市“本质”关系

不大,它在被叙述中“只是一个封闭自足的内在他者———一座东北人建立的工厂,一个特殊

的体制和时代的产物”,因为“这个‘过去’已凝滞和物化为一种特殊的空间和职业”②,这就

是劳动.
影片中出现了这样的诗句“整个造飞机的工厂是一个巨大的眼球,劳动是其中最深的部

分”,但对于劳动的描述却都是千篇一律的单调乏味.固然社会主义时代为完成工业化而进

行的大强度劳动也是以福特生产线模式来完成,但它是通过政治动员产生的“觉悟”来自觉

完成.但今天的去政治化时代已对此漠然待之(或者潜台词地认为是“洗脑”),因此并没有

让真正的老工人诉说他们在劳动时的感觉,所有人的言说更从来没有触及影响他们劳动情

绪的“阶级觉悟”与过去时代的政治性生活.显然,在导演看来,劳动就是劳动,劳动不但在

人的体力上,而且心理上没有差别.然而,这是一种形而上的、非历史性的理解.
另外一种抽离了历史语境的理解在于,沈阳与成都的地缘关系在影片中“被换喻为工厂

与城市的对立,这种对立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而且表征着时间向度的主体和他者”.但评

论者注意到“除了最后的大全景,作为城市的成都在片中几乎是不可见的,但与此同时,影片

又充分利用了这座城市的象征意义:一座诗的城市———既是古代诗人栖居的地方,又是‘新
时期’的诗歌和艺术重镇;同时又是贯通古今以生活富足安逸而著称的消费都市”③.正像

陈建斌扮演的角色对访谈者说,他们觉得这个工厂是个自足的世界,与地方不需要发生关

系.孤立地看,这似乎是没有疑问的表述,但其实这却是“原子化个人”的一个放大的隐喻.
无论对毛泽东时代,还是对“新时期”,导演都无法给出一个具体的时代语境,而劳动只有在

这个“具体的”社会的、政治的、人际关系的场景中才被赋予意义.
工厂和城市因此成了空间上的二元对立:“前者是封闭、半封闭的重工业(最好是军工)

厂房车间和工人宿舍区,后者则只能由弄堂、胡同、四合院等传统市民空间或者更为抽象的

①

②

③

刘岩:«“工人老大哥”最后的家国身影»,«中国经济»２００９年７月号.
刘岩:«“工人老大哥”最后的家国身影»,«中国经济»２００９年７月号.
刘岩:«“工人老大哥”最后的家国身影»,«中国经济»２００９年７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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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艺术’来代表.”这同样是今天习以为常的“自然知识”或自以为是的“常识”的一种

投射.而“二元空间的广阔中间地带———工人阶级的城市”则迄今为止“看不见”.这之所以

成问题是因为,“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是围绕工人阶级进行组织和建设的.工人阶级在城市

的中心位置对应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族身份建构,即‘阶级—国族’(classＧnation)的建构,
具体地说,民族国家认同是依靠主导性的阶级认同来凝聚的.”由此,“工人阶级城市的不可

见意味着当代中国人的一种曾经的国族身份的消逝”①.
这种安排同时是一种投射:将今天在资本时代劳动者(如富士康血汗工厂里,人际交往

被隔绝的工人们)的感受投射到那个时代.这些受访谈者,即使是真的工人,对那个时代自

己的政治感觉也已经生疏.他们其实被暗中鼓励诉说自己的牺牲和痛楚,因此无一例外没

有提及(或许被删除掉)那个时代曾经感受到的光荣与骄傲,曾经当“领导阶级”的各种权利

(最多是说那时相对工资高,工厂的效益“牛”).评论者下列的判断在此看来是颇有洞见的:
“东北/工人阶级获得了工业劳动的专利权,却失去了自己的城市和生活的整体性历史

就这样被‘艺术’地记忆了.然而这种记忆的艺术却完全没有能力想象另一种工厂,一种与

城市整体生活的命运血肉相连的生产空间的历史.”②

最后让我们来看片名“二十四城”.它既是新建时尚商业楼盘的名称,又是成都的代指

(来自一句古诗“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华”).正如“作为诗意高档社区的‘二十四

城’覆盖了工厂的废墟”一样,成都诗人们的诗句“以文字媒介的形式覆盖了整部‘东北/工人

阶级访谈录’”,后者是导演采访的整个记录.但导演在这么多的访谈中保留下来的东西不

是无意随机抽取的,而是根源于他先入为主的理念:“新中国五十年的工业记忆需要我们去

面对.曾经为了让国家富强、个人幸福而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但五十年来我们为这个试验

而付出的代价是什么?”③他要记录的是“代价”,也就是惨痛的牺牲,但工人阶级作为曾经的

历史主体在这样的移置和投射机制下的记忆中被消解了.

　　从集体主义的“奉献”赞歌到个人主义的“压抑”指控,从民族国家现代化角度的“积
累”论到普世价值立场上的“牺牲”论,从新主旋律的“粉饰”到先锋艺术的“曝露”,不论

在价值判断上存在怎样的差异,皆不脱同一种历史书写的刻板形象.而构成这一外部

生产空间的补充的,则仅仅是工人的家庭生活内景的呈现.“工厂”与“家庭”似乎就是

工人阶级生活的全部“共和国长子”只有自己的工厂,而没有自己的城市,只有被凝

视的“劳动”和“家庭生活”,而没有有机的生活和历史的主体性呈现④

这种回忆的政治造成的结果是,工人阶级的“衰落只能显现为阶层性和职业性的,共同

体想象的转变只能在产业结构调整的知识框架内被讲述”.曾经形塑社会主义时代的国族

身份的历史经验不是被发掘,而是在废墟下仍旧被商业楼盘所覆盖.

①

②

③

④

刘岩:«“工人老大哥”最后的家国身影»,«中国经济»２００９年７月号.参见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

救历史»,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１页.
刘岩:«“工人老大哥”最后的家国身影»,«中国经济»２００９年７月号.
贾樟柯:«序:其余的都是沉默»,«中国工人访谈录:二十四城记»,第３页.
贾樟柯:«序:其余的都是沉默»,«中国工人访谈录:二十四城记»,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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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之旅»:新历史主义人性观下的当代中国“史诗”

«芳香之旅»借一个女人由少女到老年的生活经历,反映了当代中国四十年的变迁.在

此意义上,它可以从女性主义角度上解读,虽然我不准备单纯从这个理论立场切入.从题材

上,它和海外那些借女性命运变化来控诉“文革”和新中国历史的“自传”性小说有何不同?
导演力图“真实”地表现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曾把这个作品比作剧情版的安东尼奥尼在七十

年代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并以此作向后者致敬.① 它如何能够“真实”、“真诚”? 既然它以

字幕的形式显示了当代中国史的三个阶段,我们就以此为单位来分析其“真实性”与“或然

性”.

(一)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对欲望对象的争夺

如果单纯从恋爱关系上看,影片是个戏剧性不太强的“三角恋”模式.但这个模式在此

的特异处在于它是一个历史中的三角:存在于工人、知识分子和美女“学徒”之间.因此这是

个不同阶层以不平等的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争取个人的爱欲满足和社会身份的故事.
如果说,今天的社会里流传这样的话语:６０后的(男成功人士)娶８０后(美女),是愿打

愿挨,因为８０后的不但为此衣食无虞,而且有心理上找到父爱的感觉.那么我们的这位年

轻貌美售票员学徒却与之相左,并不爱老牛———一个为支援三线建设从北方来到偏远西南

工作、得到过毛主席接见的劳模司机,而由于自身的情欲冲动对一个“小白脸”情有独钟,后
者是她在车上偶尔认识的当地卫生所医生.

这种设计让我们考虑到“刻板化”或“陈腔滥调”(stereotype)的问题.导演努力避免今

天这个时代对“文革”(及此前的时代)的僵化表述,并不等于他可以对此免疫———意识形态

不单纯是“错误的意识”,而且是我们得以认识世界的方式,因此无可逃避,而只能不断“澄
清”.李春芬的选择既符合“人性”,也不符“人性”,因此似乎是个悖论:她符合“人性”的地方

在于她似乎遵守自身“天性”,爱年轻英俊的小伙;她不符合“人性”的地方在于她不但没有恋

父情结,而且此时似乎丢失了“社会性”(在影片中没有任何家庭关系的她似乎是个孤儿),对
于有政治资本的“工人阶级老大哥”没有感情.其实这个悖论是时代的隔阂和演化:这表明

作者不打算遵循９０年代以来关于人“天然”地嫌贫爱富的“自然人性”话语,而要遵循８０年

代的生理性的“自然人性”话语.
影片一开始,这个长途汽车女售票员李春芬就以她的青春活力吸引了她的乘客和影片

观众.但与其说她本身漂亮而又水灵,不如说她以她的社会化人格赢得人们的尊敬和喜爱:
这是个时代造就的雷锋式的售票员:她在车上活泼热情地为旅客服务,为旅客准备了«人民

日报»、清凉油和常备药;而司机崔师傅也以同样的态度配合.在影片的这个前半小时的６０
年代部分,我们感受到导演特意塑造的、以人物劳动场面与高亢音乐«我们走在大路上»和
«毛主席来到咱农庄»,以及背景画外音(车站的广播宣告为旅客准备了免费的热水、针线包

① 参见新闻«章家瑞‹芳香之旅›准备向安东尼奥尼致敬»,http://enjoy．eastday．com/eastday/enjoy/

node５８７７１/node５８８６６/node５８８６９/node７４５５７/userobject１ai１２６５４００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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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急救药品,以及失物招领)来体现的浓厚的社会主义时代热火朝天的劳动氛围.
这种氛围包括了对崔师傅的刻画.他老实憨厚,是个标准的工人阶级劳动模范的模样.

人们争着以和他握手为荣,因为他曾经和毛主席握过手,而他也得体地回答“这是毛主席给

我的光荣”;他甚至像雷锋一样,天天写日记对自己的灵魂“斗私批修”.即使到了８０年代,
这个作为领导阶级(在影片这个时期的广播里,我们数次听到“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话

语)的工人阶级代表仍然是女孩们向往的结婚对象,但我们的少女对这个强壮、憨厚、光荣并

且对她无微不至关怀(给她吃自己专享的红烧肉、特地停车让不舒适的她下车到医院检查),
能陪她玩毛绳游戏的老大哥却并不感兴趣.

这符合了今天的审美观.这点在对影片另一主人公知识分子刘奋斗的包装上也体现出

来:一个长得像陈景润的医生,戴着眼镜的他无论在公交车上站着、坐着都在看书.郎才女

貌赏心悦目.而刘医生虽然年轻,却对成人事情十分了然:他可以熟练地哄婴儿撒尿,这使

得对此一窍不通的李春芬十分感激;他以医生的身份坚持留在医务室,旁听女医生对春芬的

妇科病的诊断,这使得羞涩的春芬不等到医药配齐就夺路而出,而他则骑车追赶,送上药品.
在两人下车休息期间的交谈中,我们知道他是上海来的,而春芬对他坐三四天的火车也感到

好奇:他拥有文化资本,虽然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身份并不高.而通过侧面对他进行的介

绍:看病的女医生告诉春芬,他之所以分配到这里是因为的他“家庭出身不好,还有海外关

系”,也符合了对那个时代“被迫害”的知识分子的想象.
崔师傅对两人眉目传情显然产生酸意,导演不动声色地让我们感到这里存在的三角关

系和崔师傅的不够“人性”:他教导春芬:“我们能在向阳号工作,是组织的信任.师傅希望你

能珍惜这个荣誉”.尽管他不动声色,但观众却仍然觉得他饱含醋意,而对他一系列的举动

或产生反感.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同事对他说:“你还真关心春芬这个女娃;要是她年纪再大,
就能给你当媳妇”(这其实是对他的提醒:作为劳模他要注意分寸,不宜过分关心春芬);而且

正好此时组织上要给他介绍对象,我们由领导之口知道了他爱人去世.但虽然领导认为他

“需要人照顾”,而他却说“我的事不用组织上考虑”.这显然不合常情.

(二)“文革”岁月的呈现

“文革”开始,年轻学生兴高采烈到处串联,而原先热情活泼的春芬却表现冷淡,在车上

将头伏在车窗上,若有所思.证诸此前她的表现,这未必符合她的个性———也许这是因为她

思念刘医生,因为得知刘医生被下放? 她要求崔师傅允许她前去探望.出于“人道主义”的
同情,崔师傅答应了,虽然在日记里却在反思自己是否“阶级立场”动摇了.果不其然,刘医

生邀请春芬一起看露天电影,不但一再拖延春芬离开的时间,而且在下大雨后,不是和她躲

到房间里,而是和她躲到牛棚里(这从侧面证实了他的充满私心和鬼胎的“牛鬼蛇神”身份),
借此机会试图和她做爱.此时先是春芬为牛所惊叫,后是牛棚在雨中倒塌,将他俩暴露在隔

壁房间内正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学员”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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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网友对此情节多有质疑,①但我们却借此可以认识这个“刘医生”的真面目,而且李

春芬亲耳听到的他的悔过将他的形象彻底打垮:他否认二者是恋爱关系,谎称是李春芬主动

使得自己无法经受住“资产阶级香花野草的诱惑”,因此自己要“分清敌我”,自觉与他划清界

线.由于李春芬是工人阶级子弟,而他是资产阶级出身,因此这个称李春芬是“资产阶级香

花野草”的“交代”本身是成问题的编造;将“香花”和“野草”并置也说明导演对“文革”话语并

不熟悉.② 然而,观众却很少能感觉到这是个伪善、假清纯的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
因为影片意图以人性为名将他的行为美化:当牛棚倒塌后,受惊的李春芬起来吃惊地望着眼

前的一切时,镜头转向了围成一周的清一色男人,有老有少;大家贪婪而伪正经的眼光吞噬

着她;此时镜头反转,李春芬似乎成了这群凝视暴力的受害者,羞涩地将胸前的衣襟拉紧:有
问题的不是他和她,而是这群性饥渴的、集体“变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男人们;而当刘奋斗

被带离农场时,他手里还紧紧攥着李春芬掉下的一颗红纽扣,它似乎象征着他紧紧把她的心

珍藏在心中(手中).
虽然刘奋斗自称“辜负了党和政府多年来对我的培养和教育”,但似乎辜负党的培养和

教育的不是他(因为他一直是接受改造的对象),而是崔师傅,因为后者再次拒绝组织上为他

调配的“人长得漂亮,有文化”的新售票员铁梅同志,而坚持否决领导决定,再次要求领导慎

重考虑决定,要让犯了男女关系错误的李春芬回来.这个公然在这个政治挂帅的时代极端

不讲政治、私欲膨胀的“劳模”(他每天都在日记里反省自己修身就不可理解了)不但没有得

到领导教育,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后者竟然为他安排与李春芬在影院相亲,并让他顺着影

片开始前镜头特写的政治宣传标语(配以画外音: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

命的,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愿意和工农结合

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而说出了这样的话:“毛主席说得对,革命

青年就得跟工人群众相结合,跟小资产阶级就是不行.”此时镜头再次从黑暗中的两人(崔师

傅对着春芬喏喏说出这些话)又转向出现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银幕,然后再转向两人,
崔师傅对她言语道“我平时的毛病就是太严肃太紧张,不够活泼”.此时再次转向银幕:那个

今天听来“专横”(而非高昂)的女高音朗诵银幕上的话“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我们不难想象影片借此要达到的效果:如果说崔师傅的话不让人感觉到“老牛要吃嫩

草”的恶心,那么也至少是时代造就的荒谬;它对于李春芬个人身心欲望满足的无法实现是

不人道的.这个身份存疑的李春芬(她是何种身份影片没有交代;而从组织为她安排的继任

者是“高中毕业”而被称为“学历高”来看,她的学历当在此之下).而这个荒谬的局面是那个

专横声音代表的党的话语“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话语的荒谬,是画外音出现的“千万不要忘

记阶级斗争”的荒谬,是最后银幕上出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荒谬.但更“荒谬”的是,此
时影院里正在放的是«卖花姑娘»(影片开始,银幕上出现了一个同样年轻貌美的姑娘),看毕

①

②

网友“Kavkalu”指出:“在片中春芬(张静初)和刘奋斗(聂远)所表现的青涩和单纯很是造作,而采

石场的戏却开放过度.倘若真的按照影片所说奋斗是因为海外关系进入劳改队的,那么他和春芬并肩看

电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海外关系在那个变态年代和里通外国性质几乎相同,那段雨中激情戏简直荒唐.”
参见他在“豆瓣”上的文章«‹芳香之旅›,当鲜花在牛粪上灿烂绽放»,http://movie．douban．com/review/

１０２７５０９
“文革”中常见的口号提法是:“表面是香花,实际是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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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崔师傅老泪纵横,而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少女却无动于衷,甚至感觉莫名其妙.«卖花姑

娘»作为感人至深的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在这里成为只能让“大老粗”的崔师傅感动的廉价

宣传物,是导演对那个时代认识和演绎的一部分.此时崔师傅还手拿手巾,掩面擦脸,端的

很不是男人;李春芬偷觑他,目瞪口呆.导演要让我们领会,由于对刘奋斗背叛的痛苦,因此

李春芬再度哽咽,泪流满面(此前她已经在担水的间隙,靠在崖壁嚎哭过;这个不加节制的长

时间呈现违反了艺术需要含蓄的原则);由于对师傅纯朴和善良的同情,她终于痛下决心,要
“和工农结合”,因此敞开笑脸,对崔师傅说:“这电影确实是挺感人的呵.”

两人照完结婚照后(一个颠倒的底片镜头暗示这是个颠倒的、不正常的政治婚姻),春芬

到了崔师傅的房间,看到一屋子的毛主席像,它们是他得到的奖励或作报告时对方单位送

的.导演让他当众脱裤子,并在做爱时把桌上的毛主席像给顶了下去.但容易想到、没有悬

念的是,他却是中看不中用,无法挺拔.据医生说这是职业病,反射系统出了毛病.尽管这

不大可信:不但崔师傅向医生抗议说,自己以前没有这个“职业病”(话未说完被医生抢白过

去),而且他婚前没有察觉自己有这个障碍在那个强调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时代更是匪夷

所思.但接下去的发生更可想象:春芬受到领导教诲:“照顾好老崔生活是你的责任”;而当

她经过别人的房间,听到里面的呻吟声时也“惊呆”了;当她兴冲冲要和师傅云雨时,师傅只

能转移话题:对于车要突破６０００万里无事故的目标,“你有什么合理化建议没有?”被组织安

排的老少夫妻必定是政治婚姻,因此必定少了“性福”.尽管在今天,这种老少结合模式被资

本化社会的流行意识形态认为是最佳方式之一.

(三)如何活在当下,回望过去?

当«祝酒歌»响起,我们来到了改革开放的９０年代.物质欲望在此时大行其道,而昔日

被批判的“牛鬼蛇神”都脱下了不荣誉的帽子,成了被艳羡的对象.因此当一个衣着时髦的

工友给李春芬带来“上海来的信”时,她不但不觉得春芬会有任何难为情或不高兴之处,而且

央求她托付刘奋斗从上海寄来呢子大衣.但深受伤害的春芬却连信看也不看,就撕碎扔进

垃圾筒.崔师傅将信拾起补缀好,在春芬为他做针线活的时候展读,画面显现的信件内容与

随之响起的刘的独白并不一致,但却更符合这个虚伪的花花公子的性格,除了“你还记得爱

你的小伙子吗? 还记得那个给你带来不幸的小刘大夫吗?”这样的花言巧语外,还有“那

个雨夜,我把我们纯洁的爱情玩得很坏”这样的文绉绉的话语(“玩得很坏”耐人寻味).而当

崔师傅望着在做针线活的春芬,脑中响起的却是信中刘奋斗要为春芬买红围巾的话.于是

他带上春芬上城,为后者买了条昂贵的红围巾.在回去的路上,春芬拉着崔师傅下车在满地

的油菜花田里欲野合,结果可想而知———崔师傅提着裤子狼狈而起,春芬失望地如同死人倒

在被压平的一圈油菜花地中.尽管这样的设计浪漫得不符合人物性格与时代氛围,我们只

能认为它拙劣地试图翻版«红高粱»以表现欲望的无处不在与强力;但在文本的症状意义上,
它显现了导演以“欲望的压抑与解放”这个８０年代的“启蒙”话语与９０年代以来将性欲“奇
观化”的演绎相结合,来图解６０至８０年代历史的意图.

刘奋斗的信接踵而来:“我们那段美好的时光,是我一直挥之不去的梦.虽然梦已经不

可能失而复得,但是梦想是永远不可能消失的.”他仍然在梦想着复辟,再找回自己“玩得很

坏”的“纯洁的爱情”.“我曾经梦想带你去坐火车,去上海,去美丽的西湖和天安门;春芬,还
能给我这样的机会吗?”他照样以物质和精神诱惑来试图再次将春芬拉下水;而看到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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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崔师傅一一将信上刘奋斗的诱惑为春芬实现———这不妨看作是在改开年代,昔日“犯过

错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争夺自己的心爱之物(或下一代)的斗争.尽管已经

成为工人阶级一员的春芬拒绝受到这样的诱惑(从她此时的表现来看,她已经将工人阶级意

识内化为自己的无意识,这使得她看起来很不“人道”),拒绝看信,但在出国前的刘奋斗从上

海追到当地要见她最后一面,而那位为了自身利益扮演掮客的同事小红将他托付的那颗她

丢下的红纽扣送给她时,春芬动摇了.当她戴上崔师傅给她买的红围巾要去见面时,崔师傅

却很不近情理地拒绝;当她知道崔师傅收集了所有对方的来信,充满道德感地责问他:“老
崔,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两人的口角越演越烈,甚至动了手脚,崔师傅被推翻在地.尽

管根据崔师傅一向对春芬的宽容甚至纵容,知晓两人之间一切往来秘密的他不让春芬去见

面不符合情理(情节编造突兀,不符合人情),但观众获得了导演此时意图表达的信息:一个

自私的工人阶级分子,一个有情的正在忏悔的知识分子,并对前者厌恶,对后者同情.春芬

的责备“你还是个男人吗?”也一语双关.当崔师傅最终同意春芬去探望,醒悟过来的春芬却

决定不去了.次日凌晨,疲惫的春芬醒来后,崔师傅却不知所踪.她被告知崔师傅出事了:
失事的向阳号车被打捞起后,崔师傅从此成了植物人.

随着“九十年代”的字幕的显现,我们进入了这个改天换地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变

化从一个觊觎春芬的老同事和她的新学徒身上也显现出来———前者原在单位剧团,随着剧

团解散,自己干个体卖起了化妆品;而此时接替春芬当了售票员(而春芬接了崔师傅的班)的
年轻女学徒则吊儿郎当并试图假公济私.工作态度的转变也由医院经常更换照料崔师傅的

护理人员而得以说明(这个新来的生手对抱怨的春芬声称,“有钱多花点钱,请个小工”,显示

市场阶级的金钱挂帅).在这个后社会主义时代里,原来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不存,而春芬

却仍然秉持过去时代的工作伦理,尽职尽责工作;并且教育搞车震的年轻女同事要自重,拒
绝给熟人搭载违禁品;甚至在单位改制成为公司后,仍然千方百计节省油料.种种情节显示

她成为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传统社会主义时代遗民(当她路过店面时,为电视里放的«毛主

席来到咱农庄»的歌声和画面所吸引,驻足观看),而对这些变化的不满和委屈,她只能向已

经成为植物人的崔师傅倾诉.而老崔此时只能成为一个博物馆式的纪念物,供人瞻仰看望.
当春芬因为领导要为老崔举办事迹展览而收拾房间,因此找到崔师傅的日记本了解事情原

委后,她来到老崔床前,跟他诉说最后的知心话:“你的日记我看了我错怪你了”;此时一

滴泪从植物人的老崔眼角流下,他终于可以寿终正寝了! 画外音响起:“我是毛主席接见过

的劳模,要狠批私字一闪念.春芬说我不是个男人,我要用行动证明,她丈夫身体上不是个

男人,精神上却是个男人! 我要开车去接刘奋斗,让他们见上一面.”原来他出车祸是由于他

黑夜出去接已经离开的自己的情敌!
这一系列情节编得感人,却经不起推敲.网友指出“在八十年代男女关系是一件很严肃

的事情,奋斗是个成年人应该明白这样的信函是什么作用,那段关于我不打乱你的生活的话

多么苍白,在那个时代春芬会如此张狂吗? 崔师父有必要相信她吗? 她有必要坚持去见她

吗? 不要忘了当年谁把她救回,以现在人的思维似乎这不是问题,然而,在那个年代思想是

比较保守的.这个疑问却在此后导演的画蛇添足里变得更加不可信这个电影有个最大

的硬伤就在那场所谓的车祸中,倘若崔师父因为去接胜利而出车祸,那么这叫公车私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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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翻车就是活该,此后情节就不再成立”.① 其实,我们还需要根据这个情节本身进行现象

学意义上的分析:工人阶级争取过来的心爱之物或下一代,在“即将出国”的以洋为荣的知识

分子的诱惑下,动摇了自己过去的选择,并间接害死了前者.
的确,工人阶级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理念(包括其道德伦理)在这个市场化资本

时代已经左右见绌,而秉持这个理念的则成为不为时代待见的遗民.当拆迁风潮兴起,向阳

号机车“非要被当废品”卖了以建立“洗浴中心”(这种“中心”是时代泛滥的欲望和包括卖淫

在内的非法致富的符号)的时候,春芬深夜跑进厂房,将车子开出.但当开到闹市区的时候,
车却熄火了,再也无法开动.她面对周围人群对她“堵塞交通”的指责时,抱着头痛苦地蹲在

地上.社会主义时代的机制和道德被认为是阻碍发展的“废物”需要被处理掉.此时音乐响

起:“为什么总在那个飘零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思念?”
影片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并且可以结束了,但导演还安排了一个新时代:时光前行,转

眼又是十年过去(这个十年以国有企业私有化不断加剧为标志),字幕显示“二十一世纪”.
春芬买下毛主席像贴在家中墙上,孤独一人看着电视,而电视里是俊男靓女高喊“你好性感

耶”的操持港台腔的娱乐节目.她沉沉睡去/死去.而次日关心她(也觊觎她)的老田来看望

她,并让她代自己给崔师傅多烧两炷香.一系列蒙太奇镜头显示在车上,在画面正中央的春

芬对着镜头和观众,回忆起自己作为青年女工当年与老崔以及刘奋斗在一起的情景,脸上露

出了总结性的幸福笑容.她没有性福,一生献给了党! 这让我们想起了贾樟柯在«二十四城

记»里对青年女工“厂花”的处理.
导演曾经感慨地谈道,“当他们华发丛生,满脸皱纹时,时代又将他们抛弃了,他们要在

城市里挤公共汽车、在菜市场与小贩讨价还价、他们与所谓小资生活无缘、他们不知道星巴

克在哪、他们不清楚豪华公寓的金碧辉煌是什么样,这就是我们的父辈,章家瑞说:‘每当我

想到这些,心里就堵得慌,我们的良知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能轻易忘记曾经难忘的诸多岁

月.’”②表面上,这是个向过去时代和父辈致敬的影片,它在对包括“文革”在内的毛泽东时

代的处理上也比过去模式化、妖魔化的呈现更客观.比如,范伟对自己饰演的劳模司机老崔

这个角色有如下感想:

　　现在在国内以“文革”为题材拍的片子不少,写劳模故事的更多,但«芳香之旅»中所

刻画的劳模形象跟以往表现的劳模不一样,他更人性化,更鲜活.老崔受到毛主席的亲

自接见并光荣地成为劳模,这一点对他的一生都是一个激励! 所以他时时刻刻都在以

“劳模”的身份来要求自己,为国家省油,为人民服务但他却对一个女人有着无限的

宽容,甚至不讲原则地去原谅她所犯的错误,同时,在老崔身上又凝聚着他对这个女人

的复杂感情:父亲般的长辈对晚辈的疼爱、师徒情、男女间的爱情.③

但是,对于这个劳模的表现尽管更“人性化”,但却也被表现为在极“左”的政治氛围里被

时代思想所控制的人,而且他的七情六欲使得他让一个女人终身得不到性福.

①

②

③

Kavkalu:«‹芳香之旅›,当鲜花在牛粪上灿烂绽放».http://movie．douban．com/review/１０２７５０９.
参见新闻«章家瑞‹芳香之旅›准备向安东尼奥尼致敬».
«范伟云南拍摄‹芳香之旅›四处“忽悠”»,原载２００５年０３月１５日«云南广播电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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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主题表面如网友所归纳的,是“老崔和春芬都是不幸的但他们又是幸福的,
因为他们用善良对待周围的一切,当命运把一个个不公平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没有抱怨、
没有退缩,而是默默地承担着寂寥一生之后,春芬最后释然,每一个年代,每一段经历的

情感,都无异令人感怀万千的‘芳香之旅’”①.它没有“彻底否定过去”,承认过去年代精神

世界的高尚(但认为是“左”甚至“极左”),但仍可以看作是８０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对于过去历

史的重写的延续,更应该认为是在９０年代以来的新历史主义人性观(人人本质是自私的)下
书写的当代中国“史诗”.在不得不承认知识分子的虚伪的同时,却以人性为名对其“过错”
加以掩饰,对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历史的“荒谬”加以揭发.对于时代的变迁(包括它着力展现

的人物活动的三个时代)它虽有部分“客观”表现,但无力也无意加以解释.影片中有种种编

造情节的痕迹.而最后当无儿无女的春芬依然一个人过着简单而孤寂的生活,虽有人示好,
却不曾心动,也在人物的“自我牺牲”逻辑上彻底进行到底,但这样的编造却不但使她彻底

“丧失了人性”,也在现象学意义上,使得工人阶级的后代及其伦理世界从此没有了踪影,或
者说导演无法看到他们在今天这个世界的存在(在他的眼里,今天的工人形象当以那个年轻

女学徒为代表).这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工人史记”.

结　语

两部电影都试图结合时代氛围的描绘,对其时工人生活作出如其所是的呈现.但是,任
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任何书写也都离不开导演的视角;而由于受到当前这个去政治化时代

流行的自由主义观念下对人性看法的深刻影响,导演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由此安排人格个

性、思想和选择,并常常将知识分子的视角、立场和惯习代入与投射到人物描写和人物关系

当中.比如,在«芳香之旅»中,导演将“欲望的压抑与解放”的８０年代启蒙话语与９０年代以

来消费社会下将性欲“奇观化”的操作相结合,来观照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的生活世界;而
«二十四城记»将今天劳动者的劳动感受投射到那个时代,而无人提及那个时代曾经感受到

的光荣与骄傲;作为“人性”象征和人格化体现的年轻女性尽管都是工人阶级出身,但却总是

与工人阶级的感情世界隔阂.在此意义上,它们最终反映的不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而是在知

识分子的“情感结构”理解下的历史.
由是观之,如何活在当下、回望过去,无论是第六代导演还是更新一代(但已经脱离了

“代际”的分野)的新锐导演,都需要对自己自觉不自觉的理论预设保持反思和警惕.当已经

过去的历史成为“想象”的时刻,我们尤其需要对“纪实和虚构”的缠绕的文化政治受到当下

流行话语所左右的情势保持清醒批判能力.两部影片的得与失,为我们展开对工人阶级的

历史再书写提供了有益参照.

① 参见“不夜影城”在“豆瓣网”上的文章«善良,应该成为爱情之上人类最为珍贵的情感———评‹芳香

之旅›»,http://movie．douban．com/review/１０２８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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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ProbelmaticofSomeHistoricalNarrationsoftheHistory
ofChineseWorkingClassintheFilmsoftheLastDecade

WangXiaoＧping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XiamenUniversity,Xiamen３６１００５,China)

　　Abstract:ThenewtrendofnarratingthehistoricallychangeddestinyoftheChinese
workingclassinChinesemoviesisaprogresstowardsagenuinerepresentationofthe
nationssocialistpast．Still,therearemanyproblemswithinthisnew move．Thispaper
analyzestwofilmsTheRoad (２００６)and２４City(２００８)pertainingtothissubject．A
carefulexamination oftheir narrativestrategiesrevealsthatthey are oftentimes
inscribedwiththebourgeoisideologyof“humannature”whichgreatlycircumscribes
theirintendedagendaofmakingapoignantreflectionoftheworkerspastandpresent．
Inthislight,theycontinue,ratherthandepartfrom,the mainstream,stereotypical
narrativethatstigmatizesthe Maoistera．Bythisnarrativestrategy,thefilmsalso
implicitlyrelievetheirdutytoexplaintherealreasonforthegiganticsocialＧ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historicalepic,Chineseworkers,narrativestrategy,humannature

(学术编辑:王烨)

王晓平,男,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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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黄鸣奋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９—３０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举办了“新媒体时代艺术研究新视野”研讨会,共收到学

术论文４８篇.本栏目收入了其中的５篇.它们虽然都着

眼于艺术界在新媒体时代的走向,但所取角度各有侧重.
前面两篇文章更多地论述了新媒体革命所造成的冲击和

变化.其中,汪代明、徐路之作从多种角度分析了网络媒

体对艺术全方位的、深刻的影响;刘世文之作将新媒体艺

术的审美范式概括为介入与多向度审美、交互体验和虚

拟沉浸的非物质性审美.中间两篇文章更多地论述了新

兴艺术和传统艺术之间“心有灵犀”的现象.其中,邓绍

秋之作从存在、媒介、创作与接受四种角度阐述了新媒体

艺术与中国古代禅宗书画之间的精神契合性;赵斌之作

认为虚拟叙事艺术并未在本体论意义上为艺术提供全新

的视野,更未导致以摄影为基础的本体论终结.最后两

篇文章将重点放在新媒体时代艺术发展问题.其中,王

鑫之作分析了媒体融合背景下电影艺术的跨媒介叙事逻

辑以及由此带来的批评转型.单鹏、李智之作从操控设

备、实时多人游戏互动、虚拟真实的游戏体验三个方面分

析了网络游戏的人性化趋势.从中不难看出:艺术学是

人学,人性化在新媒体时代仍是足资应用的批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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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网络媒体对艺术发展影响刍论
∗

汪代明　徐　路

(西南民族大学　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０００４１)

　　摘要:媒体的演变是人类文化变革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之一,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

的网络媒体已然成为当下整合、统领传统媒体的主流媒体.作为技术,它对艺术的影响是有

限的;作为媒体,它彻底改变了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它对艺术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深刻的.
其对艺术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艺术观念及艺术主体、艺术创作及创作方法、艺术作品及经

典艺术、艺术叙事及艺术欣赏的影响、艺术惯例及艺术生态等方面.
关键词:媒介;数字媒体;艺术发展

一、媒体与艺术

人的活动是一种信息传播和交流,信息传播离不开传播媒体,艺术活动也不例外,艺术

史也即媒体传播史.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媒介.这里的媒介有两层

意思,一是作为艺术得以存在、显现、外化的物质媒介,比如文学的语言、绘画的色彩线条、舞
蹈的形体动作等.一是作为艺术得以传播的大众媒介,即媒体.对于艺术而言,前者是至关

重要的,它是艺术家的情感得以表达、宣泄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从某种角度上说,艺术的创作

过程就是艺术家寻找物质媒介塑造形象的过程.然而,艺术作为一种文明、文化积累的成

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传播媒体的.
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进步直接引起媒体的演变和进化,它对艺术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

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此意义上说,艺术的历史就是一部传播媒体演变和进化的历史.
比如文学艺术的传播,最早是靠口耳相传,口头传播的文学艺术稍纵即逝,无法保证传播的

质和量.文字诞生、印刷术发明后,印刷媒体迅速成为文学艺术的传播载体,人类视觉艺

术的保存、传播有了大的突破.照相、摄像、录音技术的发明,使人类的视听艺术蓬勃发

展,人类开始有了全新的视听享受.计算机技术的诞生和迅速发展,使虚拟现实成为可

能,也创造出一种更为新鲜的有“视听触”沉浸感的综合艺术.建立在数字技术之上的网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１２XJC８８０００９)、中央高校科研基本业务费项目(１３SZD０７)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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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媒体①,消弭了艺术的物质媒介和传播媒体的严格界限,集物质媒介和传播媒体于一身,
改变了以往媒体对艺术门类发展影响不均衡状况,甚至催生出新的艺术形式,如动漫艺术、
电子游戏艺术等,它将成为人类艺术世界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新起点.

二、数字网络媒体对艺术发展的影响

数字网络媒体已经深入到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它影响着我们观察、思考和感

受艺术的方式,重新定义艺术观念和艺术创作,并改变人类经验的某些重要方面.数字技术

以其高速精确的计算、海量的存储空间、丰富的色彩表现为创造艺术、保存艺术、展示艺术、
发展艺术等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今天,具有向上包容性的数字网络媒体已然成为当下整合、
统领传统媒体的主流媒体,直接促进了艺术的改良,推动了艺术创作工具、质料、手段和理论

的发展.作为技术,它对艺术的影响是有限的;作为媒体,它彻底改变了人的感知觉、思维、
行为、生活和艺术活动的方式,它对艺术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深刻的.

(一)数字网络媒体与艺术观念及艺术主体

艺术观念在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把守艺术宫殿的门神,是艺术与非艺术的界

限,是界定艺术属性和艺术价值的基石.传统经典的艺术观念是建立在形而上哲学基础之

上的.柏拉图认为艺术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艺术的价值被规定为“真”、“善”、“美”的
统一,其中“真”是基础和核心.黑格尔认为艺术是行动着的哲学,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因
此宏大叙事、使命感成为艺术的基本属性.在中国,艺术价值被期待为“兴、观、群、怨”,“文
以载道”,无产阶级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艺术成为工具.“意义、主题”是统帅,“典型、典
型化”是手段,读者的阅读就是通过“文本”披文入里地发现艺术家“寓含”在形象中的“本
质”、“真理”.艺术创作中美、丑之间存在绝对的界线和价值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后现代

主义眼中的“元叙事”、“权力话语”.网络数字媒体时代的艺术以其意义的模糊性、影像的碎

片化、情节的互动性、视觉听觉的沉浸感、规则的不确定性、观赏者的随意性、作品的商品化等

特征终结了传统艺术对“宏大叙事”、“真理”、“本质”的价值诉求.艺术家的主体性被消解,
“人人都是艺术家”,艺术家的精心创造被“怎么都行”代替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模糊了.

人类的艺术最初都是集体创作的产物,而且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随着社会分

工的发展,出现了艺术活动职业化、创作个人化、作品署名等现象,艺术家个体的主体性得到

强化.网络数字媒体时代的艺术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将合作(尤其是创作主体之间的合作)
的重要性提到空前的高度,而且将艺术的主体性指向网络中自觉从事艺术创作、传播和鉴赏

活动的人.与传统艺术活动重视创作者的地位不同,网络时代的艺术极力抹去作者的痕迹,
而将传播者作为最重要的主体.

艺术史上,电影艺术将艺术的创作群体化,使得一个人完成创作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作

① 网络媒体是目前通俗的说法,从技术的角度可以称之为数字媒体,从传播特性的角度又叫互联网

媒体,从信息呈现的角度叫多媒体,从大众传播发展史角度有学者称之为“第四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而

言又叫新媒体.笔者认为,用“网络数字媒体”或“数字网络媒体”似乎更准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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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终产品,电影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演员,而非编剧和导演.广播、电视中的节目主持人,其
地位远远超过节目的创作者.数字网络时代的艺术突破主持人制度,将活动的决定权交给

了传播者(网站).浩瀚网络信息海洋中,凡是不能进入网络或者被网络编辑推荐的作品,很
少有机会与观众碰面.网络出版中,作者是谁,几乎已经无关紧要.

传统艺术强调创作者的作用,将受众置于次要的位置.值得重视的似乎不是受众的需

要,而是创作者个人的动机、情趣及主观感受.与此相反,数字网络时代的艺术从一开始就

是—种市场艺术,没有来自受众的需求,就无法维持正常运转,这正是接受美学期待的艺术

景观.当电影院门庭若市的时候,许多人为电影艺术欢呼.转眼间,广播电视(主要是电视)
夺走了电影艺术的辉煌,使得电影院、电影厂难以为继.而如日中天的电视艺术不可避免地

面临着新兴的网络数字媒体艺术的挑战,观众正逐渐从电视机屏幕转移到显示器前,电视艺

术便不可避免地没落了.这是电视艺术的宿命,因为电视媒体能做到的网络数字媒体艺术

都能做到,它们之间是一种不对等的、不可逆的包容关系.
在数字网络媒体的后台,科技人员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的主体性也是不可忽

视的.尤其是运用数字技术进行艺术活动,需要科技人员开发相应的创造性、简单化、人性

化系统软件和艺术专业软件.艺术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不完全是艺术家的创造,而是取决

于艺术家在何种程度上对艺术软件功能的运用、挖掘、发挥.

(二)网络数字媒体与艺术创作及创作方法

美国著名学者、当代文学批评家、康奈尔大学教授 M．H．艾布拉姆斯在其著作«镜与灯»
中将艺术活动要素归纳为艺术品、艺术家、宇宙、观赏者,并以艺术品为核心构成了艺术活动

的三角关系图.网络数字媒体时代的艺术则突破了这个界限,引进了艺术创作程序(计算机

软件).
如网络文学、网络戏剧、计算机音乐都有依靠计算机软件创作艺术品的实验,新兴的数

码艺术,如分形艺术、Flash动画、三维动画等就是计算机程序的产物.电子游戏是由游戏

制作者(游戏文本撰写者和程序编写者)、游戏道具(影像文本)、游戏引擎(计算机程序)、竞
争目标、游戏规则、游戏者(游戏操纵者和观赏者合二为一)等组成的,活动中起关键作用的

既不是游戏制作者也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规则和游戏引擎.游戏者既是游戏的操纵者(真
正的“艺术家”)又是游戏的观赏者,其审美心理与传统艺术受众的心理大相径庭.

传统艺术创作是个性化的精神生产,它强调的是艺术家的个性、风格、独异性.个体劳

动成为艺术创作的主要方式,即使有合作,也是人与人的合作.网络数字媒体时代的艺术创

作既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人机合作的产品,其达到的艺术水平和效果,与电脑工作站的

软、硬件平台密切相关,具有智能的计算机系统甚至可以“自动”进行艺术创作.数字网络时

代的艺术创作更多的不是艺术家灵感的宣泄,而是“设计”的结果.创作中理智胜过情感,技
术胜过审美,批量复制胜过精雕细刻.

大众传媒不够发达时期,其他人的观点、审美趣味对艺术家本人的创作影响相对较小,
艺术家更有可能确立自己的标准.廉价的数字媒体全方位介入艺术的创作过程,成为艺术

的一部分.艺术作品成为文化产品,它的内容和形式往往由广告公司和传媒公司决策人员、
工程师、导演、制作人和剧作家联合呈现,制造者关心的不是产品的美学价值而是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因而形式华美制作精良但内容流于平庸的文化产品十分普遍,其特点是:通俗、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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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性感、噱头,是廉价的大众消费得起的、能大批量复制生产的.
一般而论,艺术品及其收藏隐含着—种文化权威,是富裕、尊贵或智慧的标志.数字复

制技术摧毁了艺术的权威性,平民化的数字网络媒体缩小了高贵与普通之间的差距,将与原

创艺术品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呈现在普通大众面前,大众也可以像往日有身份有教养的少数

人那样欣赏艺术.正如约翰伯杰描绘的那样,“现代的复制手法”使以绘画为代表的视觉

艺术“第一次成为昙花一现的、异地同现的、有形无实的、唾手心得的、没有价值的、自由自在

的物象”①.网络数字媒体打破了传统艺术媒体的边界,扩展了媒体的艺术传播功能,加速

了艺术的平民化过程.

(三)网络数字媒体与艺术作品及经典艺术

人类艺术史上有两种不同的艺术:一种是对所使用的工具、物质材料及相关技术有较强

依赖性的实物艺术,如雕塑、建筑等;另一种则基本上与所使用的工具、物质材料无关的非实

物艺术,其代表是语言艺术,如诗歌、散文、小说等.艺术发展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实物

艺术的主流地位逐渐被非实物艺术替代的过程.当代电子艺术是非实物艺术的最新发展趋

势,因为人的感官无法直接感知电磁信号,必须借助强大的专用设备才能感知艺术对象,这
在电影艺术、广播艺术、电视艺术那里就已经开始了.到数字网络媒体时代,艺术借助数字

技术实现了艺术从物态化本体向信息化本体的嬗变.对于物态化艺术本体来说,原作无疑

十分宝贵,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替代的.对于信息化本体来说,重要的不是媒介载体,而是

信息本身,原作与复制品的差异消失了.对于使用模拟技术的电影电视艺术作品来说,还有

因为复制而导致保真度下降等问题,数字艺术品连这样的差异也不存在,充分显示出艺术品

作为信息的本体属性.
传统艺术主要是实物艺术,追求作品的定型化,以文本纸张、画布、金木土石、形体、影像

等为媒介,其艺术形象是相对客观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召唤结构”.传统艺术中的“作
品”,应该是一件个体的、完整的、可触摸的现实实体,而不是某种虚拟的、可逝的界面.其创

作、传播和欣赏,都以作品的相对确定性为前提,“有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类

说法,只是反映了不同的读者可对同样的作品有不同的理解,而不是说作品本身存在诸多变

体.
而数字网络时代的艺术作品以影像碎片为载体,呈现出交互性、瞬时性、非线性、超文

本、超媒体等特征,这一切都是由“０”和“１”两个符码生成,都是虚拟的,都只能存在于“赛博”
空间,是可逆的.任何人都可以对其自我赋值,其形态是变动不居的.自由的激情、灵感、创
造在新的网络媒体语境中被建构进艺术,成为人们的生存体验,将艺术与个体生活旨趣、瞬
时感受相连.网络数字媒体可以为艺术欣赏者提供多模式、多选择的作品,每个用户观看作

品时所选择的节点、所经历的路径都可以不—样,从而获得不同的艺术感受.网络数字媒体

的交互特性使艺术欣赏者有机会解构定型化的艺术品,让艺术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使娱

乐、艺术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最大限度实现“诗意栖居”的梦想.
经典艺术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从无数的作品中脱颖而出,它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和新

颖独特的表现形式,成为人们从事艺术活动时的楷模.经典艺术品层出不穷则被看作是一

① [英]约翰伯杰:«视觉艺术鉴赏»,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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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代艺术繁荣的显著标志之一.然而,从尼采宣布“上帝已死”开始到利奥塔拷问“知识”
的合法性,我们进入了一个没有经典、没有崇拜、没有权威的时代,我们过去津津乐道的经典

艺术已经离我们远去,网络数字媒体就是对经典艺术的最彻底的“解魅”.在变动不居的审

美趣味的驱使下,加上各种高新技术的浸淫,数字网络媒体时代的人们不会沉迷于经典、僵
化的意义以及稳固的艺术模式.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不断膨胀的欲望的满足,从内容到形式

的新、奇、异是网络时代艺术永恒的价值诉求.

(四)数字网络媒体与艺术叙事及艺术欣赏

传统艺术的“文本”是时间的线性延续,意义就在这种延续中得以显现出较为确定的价

值.数字媒体艺术的视听文本,本质上是非线性“超文本”,具有强烈的空间性.数字网络文

本实际上是一个视听音像数据库,受众可以在数据库结构的许可范围内(有的还容许一定的

修改)任意选择、组合,由相应的计算机程序随机自动生成为音像文本.艺术的叙事空间和

叙事能力因此得以拓宽,但叙事的确定性和意识形态性同时也被解构.网络音像文本终结

了我们将文本理解为作品的樊篱,而将艺术文本理解为一个过程、一种互动、一种话语、一种

意义的“延异”轨迹.
传统的艺术作品里,重组故事内容的时间性,常常是一种挑战.在小说中有所谓的倒叙

法,在电影里也有跳接、重复等非线性剪辑.但最后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仍是线性的固定文

本结构,观众必须由开幕看到清场,从封面读到封底.唯有数字网络媒体上传播的艺术作

品,能够拥有真正的非线性叙事.达西史坦克(DarceySteinke)非线性叙事情节的网络

小说«盲点»的每一页都有多个超链接(Hypelink),观众阅读时可以点选不同的超链接,在
网页的子架构中会出现与链接本身呼应的解说、子故事情节或是图片等.① 道格艾特肯

１９９７年在“阿达的艺术网站”(adssWeb)创作了以图像为叙事主体的«五倍的装填»,是介

于小说与影片之间的作品,追求的是一种多重解读的叙事情节.它以一小段哲学性的宣言

开场,进入一张有五个角色的照片,每一个角色身上都隐藏有超链接,观者选择自己的路径,
经由不同的视点出发去看整个故事.过程中因选择的不同,每一个观者都会看到不尽相同

的故事.一个故事就这样随读者任意的点击而五花八门,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从而带给读者

不同的艺术体验.
超文本打破了传统艺术叙事的刻板模式,带给接受者的是更大的自由空间.网络超文

本的中心既不是作者也不是文本而是读者.读者面对超文本有无限的自由,他可以根据自

己的个性在网上自由选择、自由浏览、自由链接,他的“期待视野”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超链接不仅可以在文本中链接文字、声音、图形、图像、影视、动画、游戏等,尝试多种艺术形

式和文本风格,也可以随意改写、评论、创作,或将其他文本链接进来,使个性创造得到最大

限度的实现.
数字媒体超文本结构也是一柄双刃宝剑,它既带来了海量的信息,同时也有信息泛滥的

涟漪;既带来了语言的丰赡,也带来了语言的冲突;既带来了文本的开放,也带来了文本的零

散;既带来了意义的多元,也带来了意义的消解.这样的超文本也给读者的接受提出了新的

挑战,一是如何在超文本及文本间性所包含的丰富信息中寻找自己需要的信息? 二是超文

① 白雪竹等编著:«互动艺术创新思维»,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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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喧哗与骚动中,单一文本的意义与主题被消解,“冲浪”本身成了唯一的乐趣;三是超文

本网状无序的信息结构给读者的期待视野造成了许多困惑和阻隔.面对这些困惑,如何扬

长避短,是超文本面临的一个基本的美学课题.

(五)数字网络媒体与艺术惯例及艺术生态

传统艺术是单一媒体(视或听)或多媒体(兼具视听),而数字网络是超媒体(真正的多媒

体),可视、可听、可触,或许将来还可嗅、可闻,这一切取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传统艺

术都是一对多的“广播”,要实现接受美学憧憬的“期待视野”只是一种幻想.然而,这种幻想

在数字网络媒体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实现.数字网络媒体环境中,受众可以在网络上找到

任何你愿意与之为伴的对象进行一对一的交流(“狭播”),主体的愿望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

满足.传统艺术品的实物巡展、实时单向传播被虚拟影像、远程多向交互所替代.
数字网络媒体时代的艺术可以不进艺术馆、博物馆,其价值不是通过展示而是在“游戏”

过程中实现的.艺术传播过程中没有传统艺术的原本与摹本、真品与赝品、手稿与印刷本之

类的区别和差异,网络时代的艺术真品与摹本只具有商业利益而没有审美、艺术价值,传统

的艺术收藏也将失去意义.传统艺术家视为生命的“著作权”被数字网络媒体淡化甚至消

解,因为艺术可以任意复制(复制品不能叫赝品),艺术家确实无法证明和固守“著作权”.数

字网络媒体条件下,艺术不需要编辑、权威、理论家的关注和推荐,就可以直接将作品呈现在

观众面前,也照样能够得到认可,艺术可以游离于传统的艺术体制和惯例之外而存在.
艺术分类有利于人们认识把握纷繁复杂的艺术现象,对艺术创作、鉴赏、批评等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不同门类的艺术在不同的传播媒体条件下,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氏族神

话和英雄传说,因为保留在先人的记忆中而随他们的死亡而弥散,传统的戏曲艺术也因为一

代又一代的口传心授而只保留下来极少的部分剧目,我们今天在典籍中看到的«桑林»、«韶»
等优美动听的乐曲到底是何面目,已经因为其口耳相传的传播媒体局限而永远消逝了.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传播的一次关键性的变革,它使得艺术信息得以远距离的传播.也

正是由于文字,流动的线性时间被凝固成永恒,人类据之与时间抗衡.但是文字仅是一种符

号,它本身也需要依赖一定的物质媒介,如甲骨文之于龟骨,金文之于笨重的青铜器.后来

人们找到了轻薄的帛和廉价的竹简,但与纸以及印刷术的发明相比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印

刷媒体尽管也给某些艺术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但却第一次解决了以前艺术传播中纵向断、横
向窄的难题,而且在艺术传播史上占据了相当长的时间,并改变、左右着艺术发展生态.原

本是艺术之一的文学由于其物质媒介是语言———文字,契合了印刷传播媒体的特性,在艺术

中居于龙头老大的主导地位.到了电子传媒时代,广播、电视等改变了媒体的物质性质,艺
术生态再一次被扭转.音乐在广播中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声音得到了纯正的还原,绘
画、雕塑等则在电视中得到了逼真的呈现.广播、电影、电视的普及,传播媒体借助特制的仪

器直接诉诸人的视觉听觉器官,艺术走向大众化,文学的龙头地位受到冲击.以视听为主的

绘画、音乐、戏剧等艺术得到了飞速发展,而且还催生出了电影、电视剧等艺术样式,人类真

正进入了大众传播时代.
数码技术、网络媒体的出现,消弭了艺术物质媒介和传播媒体的严格界限,作为一种集

物质媒介和传播媒体为一身的大众化、平民化、民主化传播媒体,它改变了以往媒体对艺术

门类发展影响不均衡状况,对各种艺术的发展一视同仁,不再厚此薄彼,艺术处于平等、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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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状态.数字网络媒体的出现无疑将成为人类艺术生态格局转变的新起点,是人类艺

术发展进步的里程碑.

三、结语

米开朗琪罗死前给朋友的信中曾写道:“如果他们能让我完成朱立亚五世的墓,我将能

向世界证明,我是一个雕塑家.”好莱坞的一代才子,欧森威尔斯也因为留下一堆未完成的

作品而为人所诟病.在数字网络媒体世界里,完成不代表盖棺论定,而是更新改进的开始.
未完成不再是一种失败,而是一种期待,因为它带有无限的可能性,这正是艺术活动参与者

所共同期待的境界.
网络数字媒体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它前所未有地深刻影响着我们观

察、思考和感受艺术的方式,并改变人类经验的某些重要方面.数字网络媒体的发展刚起

步,今天来评述它对艺术的影响或许还为时过早,但可以预见的是,它所展现出来的强大魅

力,远不是一种外在于艺术的技术和媒体,它的魅力来自于对人性的深邃洞察和满足,来自

于艺术的主动附随和加盟.千百年艺术孜孜以求的一些终极价值目标,因数字媒介和网络

媒体的出现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数字网络媒体与艺术发展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是大

势所趋、规律所向.

DigitalNetworkMediasInfluenceontheDevelopmentofArt

WangDaiＧming,XuLu
(ArtCollege,Southwest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Chengdu,SichuanProvince,６００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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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atechnology,ithaslimitedeffectonart．However,asamedia,itchangespeoples
thinkingmodesandlifestylesthoroughly．Anditaffectsartinalldirectionsdeeply．
Networkmediasinfluenceonthedevelopmentofartismainlyshowninthefollowing
aspects;artisticideasandartsubject,artisticcreationandcreativemethod,artisticwork
andclassicart,artisticnarrationandappreciation,artisticconventionandecology,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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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新媒体艺术的审美范式
∗

刘世文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２３６０３７)

　　摘要:新媒体艺术是当代艺术的新主流之一,它占据各种艺术展览的重要位置,成为艺

术世界的“新大陆”和“新宠儿”.在当代社会,新媒体艺术挟技术之威,以强劲势头活跃于艺

术领域.当代新媒体艺术对传统艺术产生强烈冲击,呈现出新的艺术审美范式.新媒体艺

术的审美范式可概括为介入与多向度审美、交互体验和虚拟沉浸的非物质性审美等.本文

通过对新媒体艺术的新的审美范式内涵的分析,窥见传统艺术审美由“固体”向新媒体艺术

审美“流体”转变的审美范式变化,彰显新媒体艺术自身的美学特质.
关键词:新媒体艺术;介入与多向度;交互;虚拟沉浸;非物质性审美

新媒体的独特性和新技术手段,影响着艺术的革故鼎新,导致新艺术形态的出现.新媒

体艺术的定义经历了映像艺术、视像艺术、录像艺术、新媒介艺术和新媒体艺术的命名过程.
我们在借鉴已有成果基础上,将新媒体艺术界定为创造性地运用各种新材料和新技术手段,
以电子技术、多媒体计算机、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为支撑,在艺术创作、艺术承载、艺术传播

与接受和艺术批评等行为方式上对艺术进行全面探索,进而在艺术观念、艺术思维、艺术审

美感觉和审美体验以及美学和文化层面上产生深刻影响的与传统艺术相异的新的艺术形

态.新媒体艺术是当代艺术的新主流之一,它占据各种艺术展览的重要位置,成为艺术世界

的“新大陆”.在当代欧美国家,新媒体艺术挟技术之威,以强劲势头活跃于当代艺术领域,
已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技术手段和创作体系.在当代中国,作为方兴未艾的艺术形式,新媒

体艺术正受到人们广泛关注,成为当代艺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成为艺术世界中最富有生

机和活力的领域.
当代新媒体艺术突破传统艺术的许多界限,使长久以来形成的固定思维模式和知识结

构体系孕育出来的艺术观念、审美趣味和艺术阐释方式等受到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彰显着

自身独特审美性.库恩提出“范式”概念用来说明科学的经验性归纳和实践论提取的重要

性,库恩“范式”概念的提出,对探讨当代新媒体艺术的审美范式具有理论启迪意义.库恩强

调“范式并非完全等同于理论,更基本的是,范式是指某些具体的科学成就事例,是指某些实

际问题的解答,科学家认真学习这些解答并仿照它们进行工作”.并认为“艺术家从分析作

品中学习,这种做法不是类似于科学家向范式学习吗?”①可见,艺术审美范式不仅仅是一种

∗

①

２０１１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中国新媒体艺术实践及批评研究”(１１YJC７６００５２)阶段

性成果.
[美]库恩(Kuhn):«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１３~３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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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的理论预设,更是关于艺术实践的一种经验性总结,是赋予艺术研究以特征.通过对

当代新媒体艺术实践的考察,我们认为当代新媒体艺术的审美范式主要表现为介入与多向

度、交互和虚拟沉浸的非物质性审美,呈现出由“固体”向“流体”转变的审美范式变化,深刻

地影响着新媒体艺术自身的审美特征和美学品格的形成.

一、介入与多向度的审美新范式

传统艺术审美,实质上是审美主体对对象客体的认知和情感投射,与创作主体达到思想

的共鸣、情感的交融.在此过程中,把艺术家反映的精神世界作为对立的客体世界,即把对

象看作是与“我”有一定距离的客体,以一种外在的立场远远地“看”对象,通过主体对客体的

审美观照和艺术化呈现而实现主客体的和谐统一.它强调“内视心象”和“澄怀味象”,以“含
道映物”的审美身心感受去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传统艺

术的审美范式可归纳为一种“审美凝视”,即保持距离地投入审视对象,它主要表现为“静观”
的审美方式.它不同于阿尔都塞等人把“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凝视的必然产物,认为“凝
视”描述了一种与眼睛和视觉相关的权力形式,①而是保持距离地全身心投入审视审美对象

的方式.我们描述的“凝视”,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凝视,而是一种审美凝视,它主要表现

为对审美对象的一种“静观”的审美方式.这种“静观”的审美方式与王国维概括古典艺术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观照方式在本质上是相通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指出:“诗人对

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

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②这是对艺术创作提出的要求:诗人要深入体察宇宙

人生,从形貌到神理都获得深刻的认识以形成活生生的映象,同时,从宇宙人生中解放出来,
摆脱各种束缚和欲望,超然于利害之外达到物我两忘之境界.这同样适用于艺术审美.在

传统美学视域,审美主体—客体模式或审美主体—审美中介—审美客体模式长期占据统治

地位,审美主体以一种“远距离”观照方式,借助于艺术想象力获得审美感受.在艺术审美活

动中,一方面要求“入乎其内”,审美主体凭借丰富想象力或沉思默想地进入对象,以“神思”
方式与对象保持距离并与之进行精神沟通、交流,达到“畅神”之审美境界.另一方面要求

“出乎其外”,审美主体不仅仅局限于观照审美对象,还要能克服对象客体的种种束缚和来自

主体自身在现实生活世界中所遭遇的种种限制,以“神游于物”之方式自由审美.“入”与
“出”强调一种想象性、幻想性的审美方式,实质上主体本身并未直接进入到对象之中,未直

接参与审美对象的创造与构型,其“静观”方式不能对对象之形态、构型甚至意义变化产生直

接影响.这种审美活动遵循“单向度”原则,只能通过作品中介单向运作,审美主体只能接受

稳定的已完成的作品形态而不能改变作品本身,甚至与艺术家的直接交流都是可遇不可求

之事.其实质是通过审美想象力消除主客体之间的审美距离以获得审美自由,并给审美主

体带来一种抽象的生动性,实现对客体的审美超越,获得审美愉悦感.
当代新媒体艺术大规模地改变着审美主体与艺术交流的方式,表现出“介入”与多向度

①

②

[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３９页.
张弘主编:«王国维美文经典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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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美新范式.其基本内涵是:新媒体艺术作品所呈现的是一个“开放”的召唤结构,在召唤

艺术接受者进行艺术审美之时不可能强制其参与性行为,艺术创作主体只能预测这种介入

与参与的发生,并能为之提供完备的框架或条件和某种契机,而不能决定作品的最终形态和

意义.介入作品、参与作品建构之形式与意义的行为的实施权以及对作品形式和意义产生

影响的操作权却掌握在接受主体手中.“介入”的审美方式是建立在新媒体艺术的连接性与

互动性基础上的,它建构的是一种全新的交流与观照模式,即审美主体—主体模式或是审美

主体—审美中介—审美主体模式.“介入”的审美观照方式要求艺术接受主体不再像传统艺

术审美那样“远距离”地“静观”审美对象,而是以一种主动、积极的姿态通过各种方式“介入”
到作品之中,参与艺术作品的形态建构,甚至是改变作品的叙事结构和顺序,引起作品之意

义发生变化.在新媒体艺术作品面前,艺术接受主体不应该是被动的观看者,而是投入其

中,成为引发作品发生变化的关键因素,或者直接成为作品的构成元素,参与作品创作.许

多新媒体艺术作品的展示和欣赏本身就召唤着接受主体的介入,需要接受主体的参与才能

实现其作品之完整性,如果缺少了艺术接受主体的介入,一件艺术品就有可能无法实现其价

值和意义,这就引起了艺术审美观照方式的转变,即从传统的“静观”的审美方式逐渐转变为

直接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介入”参与的审美方式.罗伊阿斯科特深谙此道:“你首先必须连

结,并全身融入其中(而非仅仅在远距离观看),与系统与他人产生互动,这将导致作品以及

你的意识产生转化,最后出现新的影像、关系、思维与经验.”①这样的审美方式不是静观与

沉思,而是多元的、动态的,审美因“介入”而更多的是在感受美,美感产生于感受经验而非静

态审视,“图象艺术取消了欣赏者与对象之间的距离,消弭了审美想象中介,终止了从符号的

所指到能指间的思维工作,使艺术接受变得直观、简单、快捷”②.审美主体可通过鼠标、键
盘、灯光、投影仪、操作棒、数据手套、数据外套、头盔式显示器、声音感应器等输入输出设备

“介入”作品,与作品发生联系,还通过一般动作、姿势、触摸与触感、凝视、面部识别、复杂动

作、呼吸、激活目标为界面③介入参与作品形式与意义建构,引起作品意义之变化并形成新

的意义.并且,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交流手段与方式的丰富,新媒体艺术作品提供了更

为复杂的、参与程度更高的环境,召唤着接受主体介入作品之中,参与“开放式”的作品建构,
改变作品原来面貌并进而改变作品与环境之间构成的一系列关系,引起作品意义之变化并

形成新的意义.这是新媒体艺术审美的一种全新的艺术交流与观照方式.
在传统艺术审美领域,艺术创作主体往往赋予艺术作品以统一的形式、完整和封闭的结

构、鲜明的主题、确定的意义.艺术接受主体只能按照艺术创作主体所设定的相对封闭的结

构框架进行艺术审美活动,并努力使自己的审美理解尽可能地与艺术创作主体之“本意”相
吻合,只有这样的艺术审美才算是真正成功的审美.在新媒体艺术中,艺术创作主体往往更

为重视的是探索新的创作媒材、表现方式与行为方式以挖掘、创造新的思维和人类经验,探
求新的艺术世界之更多可能性.对于新媒体艺术家来说,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让艺术接

受主体以积极的态度介入、参与到艺术作品之中,实现作品之价值和意义.新媒体艺术与传

统艺术的形式或形态之稳定性、封闭性和完成性相比,它彰显着形式或形态的流变性、开放

①

②

③

罗伊阿斯科特的新媒体艺术专栏[EB]．http://arts．tom．com/zhuanti/１１１２_０４/index．html．
欧阳友权:«网络文学的后现代文化逻辑»,«三峡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童芳:«新媒体艺术»,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０４~２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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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未完成性,是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图式”结构:其一,作品形式或形态是一个未完成的

或流变的开放性召唤结构,它以其感性形式或形态召唤着接受者介入作品,消弭审美距离,
甚至成为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媒体艺术家创作的并不是一件完整的、稳定的、封闭

的艺术作品,他们往往只是提供一个作品之框架或结构或供人们表演的舞台,提供一个契机

以便观众的介入、参与作品建构,这在网络艺术和多媒融合艺术,尤其是装置艺术中表现得

非常突出.接受主体面对充满变数与诱惑力的感性作品,总会情不自禁地、无法抑制地投入

到作品(环境)之中,主动参与作品的建构.其二,审美主体介入艺术作品,参与艺术作品之

创作,甚至成为艺术作品形式/形态/结构的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这必定给新媒体艺术带来

一系列与传统艺术不同的变化.审美主体的直接介入,导致作品的形式、主题、意义和价值,
甚至是形态发生变化.这对于新媒体艺术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新媒体艺术理论的建

构提供了重要的具体实践经验.
在传统艺术的审美活动过程中,艺术创作主体与艺术接受主体之身份、角色是泾渭分明

的,艺术的传播与接受是单向与静止的,艺术作品的结构是封闭性的.也就是说,艺术作品

的形态、人物性格的塑造、故事的发展、情节的展开、环境的设计甚至是作品的意义都是固定

化的存在,艺术接受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一切而无法施加影响使之发生变化.尽管审美

主体在进行艺术审美时并非绝对的被动(有些艺术接受者不乏主动的审美意识),但却始终

无法改变其作为被动的艺术接受者的身份角色,这是在传统艺术领域里被定义的“接受者”
之命运.新媒体艺术生产着“新型”审美主体:传统意义上的“被动”者向当代意义上的“主
动”者嬗变.这对传统意义上的“接受者”的概念形成了挑战甚至是颠覆.新媒体艺术凭借

着其连结性和互动性等特征将审美主体从传统的“审美被动性”中解放出来,并赋予其不同

于传统审美接受者的身份定位,实现了审美主体身份的历史性转换:即传统意义上的“被动”
的接受者向当代意义的“主动”的接受者的身份转化.“主动”意味着审美主体获得接受者与

创作者双重身份,其最具价值之处在于以“主动”姿态介入作品,引起作品形态、意义变化.
在许多新媒体艺术作品中,接受者能否介入作品、参与作品创作已成为衡量作品成功与否的

重要标准.艺术接受主体已经成为艺术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或者是艺术作品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是艺术作品的参与创作者(合作者),或者是艺术作品的激发者,甚
至是艺术作品的直接创作者.审美主体身份的历史性转换与以下两个因素有着紧密的关

联:一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兴起于德国的接受主义美学理论的深刻影响.接受美学对于读者

在审美活动中的能动性的强调和读者在审美活动中的地位的重视,尤其是接受美学关于艺

术生产以接受主体的主动欣赏为终结点的观念,为新媒体艺术的创作与接受带来了一股新

鲜的空气,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这里,还有一个人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意大利人艾

柯,他曾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针对法国结构主义的文本意义自足论提出过“开放的文本”这个

概念,认为文本的意义不仅有待于读者的解释,而且有待于多种的解释.① 这些思想都为新

媒体艺术的创作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实践启示.一是新媒体艺术发展的必然结

果,依靠新媒体技术,深深地扎根于新媒体艺术内部所滋养共生的创作方式、传播方式和审

美观照方式的改变所引起的自然变化.新媒体艺术创作媒材的变化、创作主体身份之变化、
审美观照方式之变化,以及新媒体的连结性与互动性特点必然会对新媒体艺术的接受产生

① 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文本诠释»,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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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影响,其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审美主体的身份嬗变.受接受美学理论强调审美接受者

在审美活动中的能动性作用的直接影响,立足于新媒体艺术自身的具体艺术实践,引起了新

媒体艺术审美主体之身份的历史性转换.
在新媒体艺术中,作者权威正逐渐消解,创作权发生转移.贡布里希强调“现实中根本

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①的那个主宰一切的艺术家在新媒体艺术中逐渐被解

构.从本雅明“光韵”消失到罗兰巴特惊呼“作者之死”,敏锐的艺术理论家注意到创作主

体权威地位的动摇.作者创作权向接受者发生转移,一方面,新媒体艺术的交互性特点和未

完成的、开放性结构召唤接受者介入作品参与作品的形态和意义建构,引起作品主题、意义

和价值发生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说,接受者成为创作者;另一方面,许多新媒体艺术作品并不

是由艺术家单独而是由多人合作完成.尤其是进入数字化时代,新媒体艺术作品更多的是

一种动态影像或未完成的开放结构,要求接受者参与创作,召唤其共同完成艺术品.这极大

地分解创作主体对作品的绝对控制力,改变传统艺术中“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
俄罗斯文学理论家米克海M．巴克廷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提出“原创者的危机”
(Crisisofauthorship),“认为并非只有‘唯一’的概念与个体这个概念恰恰是在文化艺

术中关于作品所具有的‘地位’的再定义.”②互动多媒体艺术、虚拟现实艺术、网络艺术和遥

在艺术更是将接受者反应与参与纳入作品内部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解构着作者身份,艺术

由作者的“独白”转向“对话”,审美由单向度向多向度转变,真正实现去中心的多元化审美.

二、交互体验的审美范式

传统艺术审美高峰体验强调一种对于审美对象的远距离“静观”的苦思冥想式的体悟和

“澄怀味象”的审美实践方式.这种审美实践方式强调一种“神游于物”的审美姿态,它建立

在审美自由和审美无功利性等由康德建构的古典美学经典审美原则基础上,强调审美活动

的自由性、无功利性,是对现实的一种精神超越.康德在«判断力批判»指出:“只有对于美的

欣赏的愉快是唯一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因为既没有官能方面的利害感,也没有理性

方面的利害感来强迫我们去赞许.”③这种审美体验追求审美活动之于人的本质力量的解放

性质/作用,它在逻辑上预设一种乌托邦式的美好愿望:审美具有某种救赎作用,它能给心灵

带来安慰与自由.审美主客体通过静观式的“内视”方式达到一种相互契合的状态,从而获

得审美快感.这种传统的审美方式在今天仍大行其道,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艺术审美活动

中并发挥其一如既往的强大精神力量,它仍然是最重要的艺术审美方式.传统艺术的审美

接受强调静观式的“内视”,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通过这种“内视”的方式达到一种相互契合

的状态,从而获得审美快感.在这个过程中,艺术作品依然保持着脱离创作者之后的客观形

态,审美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由创作主体所赋予和传达出来的信息并努力使自己的情感、思

①

②

③

[英]贡布里希(E．H．Gombrich):«导论»,«艺术发展史»,范景中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版,第４页.
马晓翔:«新媒体艺术透视»,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８５页.
[德]康德(Kant):«判断力批判»(上),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版,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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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与之相契合,通过想象的方式实现审美自由并获得审美快感,接受主体的想象是有限度

的,其必须在创作主体规定或预设的范围内展开艺术想象.直至接受美学的出现才真正对

这一传统提出挑战,创作主体的绝对地位出现动摇.接受美学的“召唤结构”、“空白点”、“暗
含的读者”、“期待视野”等概念虽未完全实现对传统艺术审美方式的颠覆,但其深刻意义在

于将艺术研究视角从作者、作品转移到读者,强调读者在艺术活动中的能动性作用和追求

“对话”的强烈要求,即从一种固定的、有形的、可界定的结构或结果引向一种无形的、变化

的、开放的结构或过程.新媒体艺术正是沿着接受美学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
传统艺术审美被视为被动的单向度审美,这意味着审美主体只能遵循着创作主体预先

设计好的路径和方式展开审美活动,形成一种由因至果的思维方式和“凝视”的审美方式,强
调在静观中咀嚼、品味艺术品,追求一种精神超脱并在此基础上获审美高峰体验.这形成了

几千年来传统艺术审美的固定模式.新媒体艺术对此提出挑战,以独特审美方式打破以“静
观”、“内视”、“澄怀味象”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审美方式的樊篱.新媒体技术(包括装置感应技

术、录像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为审美主体的审美能动性提供技术

支持,审美主体在审美过程中若不满意某个情节、某个故事、某种结局和某种形态都可对之

施加影响而发生相应变化.审美主体在双向互动的审美体验过程中获得介入并引起作品变

化的另类审美体验,并于此基础上获得与传统艺术被动审美不同的参与互动的交互性审美

体验.这种审美体验是双向度乃至多向度的,审美主体可通过各种方式主动介入作品,参与

作者的创作,改变作品主题思想、结构形态、人物命运和事件结局,从而引起作品影像、形态

和意义的变化,它强调的是一种全新的“当下”创造,形成新的审美方式:“直观”取代“澄怀味

象”,“介入”取代“静观”、“凝视”,在审美理想上追求新奇的视觉刺激与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和

“震惊”的审美效果,获得介入作品参与互动的审美高峰体验,真正实现交互性审美范式的理

论建构.

三、虚拟沉浸的非物质性审美范式

新媒体艺术的虚拟沉浸式审美体验,是建立在当代新媒体艺术的影像化和数字化创作

语言基础之上的.笔者曾撰文探讨新媒体艺术创作语言的变革,揭示新媒体艺术非物质的

影像化与数字化创作语言,描述“物象化—影像化—数字化”的媒材变化及其对新媒体艺术

美学特质形成的影响.① 新媒体艺术创作语言的最大特点是非物质化,它以“数字”技术为

支撑,数字影像成为新媒体艺术创作新语言.这种“数字化”影像以“比特”(bit)作为信息载

体和传播内容,以二进制数据(即０和１)为基本单位,运用计算机技术生成前所未有的数字

影像.凭借“比特”超强融合能力和数字技术及其相关元素/设备的运用,“数字化”影像作为

创作媒材和基本语言不仅能够完成对物质世界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完成对非物质世界的表

现———在现实世界之外构筑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真实的“虚拟世界”,将新媒体艺术

实践推向一个非物质世界:“数字的现实从根本上是间离物质的现实的.”②在非物质世界

①

②

刘世文:«物象化—影像化—数字化:论新媒体艺术创作语言的革新»,«艺术探索»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贾秀清等:«重构美学:数字媒体艺术本性»,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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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所有一切都是由数字运算形成的图像符号系统.它不再局限于“再现真实”和“表现现

实”,甚至不再需要拥有物理真实,通过数字化产生或追求虚拟存在的真实.尤其是网络技

术、远程通信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形成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虚拟”世界,突
破传统艺术的审美准则,建构属于这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范式.这导致人类用艺术表

达情感的方式由平面、静态的画面转向具有立体感的动态之声音与影像的统一.艺术家们

通过影像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态度,对于生活的体验,并由此渐进到一种非物质性审美,寻
求虚拟情感体验,彰显新媒体艺术实践的一种非物质的造型基质和审美维度.

“虚拟现实”由“虚拟”和“现实”两个意义相反的词组合而成.一般而言,“虚拟”意味着

“不现实”或“不真实”,“现实”意味着不是“虚拟”或“虚幻”.“虚拟现实”意味着通过某种方

式或手段将不存在(哲学意义上真实的)事物显现为虚拟的真实,如藤幡正树所说:“虚拟现

实不是为了模拟真实世界的那种真实,而是更适合用来创造纯粹的人造世界.”①虚拟现实

创造的“人造世界”不是真实世界,却又以一种真实的意义存在着.它改变传统(艺术)时空

观念,人工拟像和影像合成/仿真将现实经验肢解得支离破碎,它唤起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物
质与意识、虚拟与真实、身体与空间的全新理解,打破关于主客体的原有认识,重新组合存

在、真实、虚拟、时间和空间:“新媒体所营造的赛博空间、虚拟空间或虚拟社会概念,大大改

变了我们日作夜息其中的肉身世界空间和时间概念.时间和空间的数字裂片在这里发

生超现实形式的碰撞,促使我们对既有真实概念以及行而上学观念重新思考,与既有时

间和空间概念告别.”②这种“虚拟”为人类创造出一个“现实”无法提供的发展空间,人类可

在其中进行虚拟实践.这是人实践活动的一种新形式,是人的新型存在状态,是人在现实空

间实践的某种延伸和升华:进入到一个虚拟世界实践自己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完成着

虚拟空间里的自我建构和自我完善.虚拟现实将不同时空的现实与现象通过虚拟方式加以

整合与链接,人们能在虚拟世界中实现现实中无法实现和体验的梦.虚拟现实空间“不仅表

现在它的存在在本体论上真实的,还表现在其中的审美体验同样是真实的.虚拟空间

或数码幻觉可以在使用者或参与者(传统概念中的读者,观众或审美主体)身体上生成伴有

意识和意义的特殊审美感受.”③审美主体通过各种方式介入虚拟现实,并在其中以“主体”
身份进行实践活动,将自身存在呈现于虚拟环境中,成为虚拟环境的操作主体,甚至控制虚

拟环境中物体或情境实现沉浸式深度审美体验,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审美愉悦.
必须注意,在“虚拟”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这种张力深深地扎根于当代视觉图

像文化现实与文化逻辑中,正如海德格尔所写到的那样:“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

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构想和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

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

现代之本质.”④波德里亚关于拟像/仿像、超真实理论深刻揭示新媒体艺术尤其是虚拟现实

艺术之本质.在波德里亚看来,在传统的模仿文化中,一个形象的创造是和特定的原本(模
特、风景等)密切相关,而在当代的虚拟文化中,形象自我复制,各种各样的虚拟形象被逼真

①

②

③

④

陈玲:«新媒体艺术史纲»,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９３页.
刘自力:«新媒体带来的美学思考»,«文史哲»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１３~１９页.
刘自力:«新媒体带来的美学思考»,«文史哲»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１３~１９页.
[德]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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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炮制出来,各种虚拟影像侵入日常生活,互联网、通信网络、卫星电视将世界融合成一个巨

大的虚拟空间.这种虚拟的非真实的影像比比皆是,它又总以逼真面目出现,“影像不再能

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虚拟的实

在.”①在当代,控制社会生活的不再是现实原则,而是模拟原则.模拟意味着虚拟的事物,
它威胁真与假,真实与想象物之间的区别:“再现力图通过把模拟解释为虚假的再现而吸纳

模拟,而模拟则是把再现作为一个仿像而包围再现的整个系统.”②仿像就是没有原本的可

以无限复制的形象,它没有模仿的特定所指而是一个自我指涉的自足符号世界,其典型特征

是“假的比真的更真实”.新媒体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仿像”符号的审美,它运用数字技

术/虚拟现实技术以拼合实在,形成可复制的无穷摹本,它不是源于真实,对真实进行艺术虚

拟(即模仿),而是在现实生活之外建构另一种“真实”生活,这种生活的真实性不需要现实真

实作为评判参照物,而是自足符号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它让受众以各自实践方式在虚拟

现实空间完成/实现自我建构和自我完善,在此过程中获得一种沉浸式深度审美体验并获得

审美快感.
讨论传统艺术审美范式,意在揭示出在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艺术审美范式的夹缝中

出现和发展起来的新审美范式,彰显当代艺术审美领域出现的新变化给当代艺术审美活动

和新的艺术及美学可能性带来的深刻影响.当代新媒体艺术呈现出许多不同于传统艺术的

新特征,引起艺术审美范式的嬗变.这种变化,本质上是由“固体”向“流体”转变的审美范式

变化.周宪先生曾撰文指出文学研究的范式已发生从“固体”到“流体”的转变.③ 在他看

来,在文学史上以关于文学的超越性价值和文学作品的确定性定义为基本理念的研究构成

“固体”的文学研究范式,而后结构主义批判在场的形而上学,颠覆语言能指与所指之固定关

系,强调差异性进而导致不确定性理念的流行,构成“流体”的文学研究范式.“流体”形态的

最显著特征是它的不确定性,它否定存在任何超越时代和文化的永恒不变的文学价值,它差

异性地建构差异,以不确定性取代确定性.考察当代艺术现象和艺术事实,这一研究范式的

转变在新媒体艺术实践领域表现得更为抢眼,以影像、数据、数字(比特)等非物质性材料为

创作媒材和艺术语言的新媒体艺术更具“流动性”特征.它的未完成的、开放的作品结构以

及审美主体参与互动的审美方式必然引起作品形态乃至意义发生变化,一切都处于不确定

的“流变”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新媒体艺术的基本审美范式是“流体”的,它充分体现“流
体”特征.

①

②

③

[法]鲍德里亚:«完美的罪行»(JeanBaudrillard),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第９页.

MarkＧPoster,ed．JeanＧBaudrillard:SelectedWrittings．Standford:Stand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８:

１８０.
周宪:«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从“固体”到“流体”»,«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厦大中文学报 JournalofChineseStudies,XiamenUniversity

１６４　　 ２０１５年４月第二辑

OntheAestheticParadigmofContemporaryNewMediaArt

LiuShiＧwen
(FacultyofArts,FuyangNormalCollege,Fuyang,Anhui２３６０３７)

　　Abstract:New MediaArtisoneofthenew mainstreamofcontemporaryart．It
occupiesanimportantpositioninavarietyofartexhibitions,havingbecomethe“New
World”andthe“newdarling”ofartworld．Incontemporarysociety,thenewmediaart
reliesontechniqueswithstrongmomentumactiveinthefieldofart．Contemporarynew
mediaarthasastrongimpactonthetraditionalart,showinganewaestheticparadigm．
Aesthetic paradigm of new media art can be summarized as intervening with
multidimensionalaesthetic,interactiveexperiencesandvirtualimmersionaestheticin
immateriality．Throughtheanalysisofthenewaestheticparadigmconnotations,wecan
getaglimpseofthetraditionalaestheticparadigmchangingfrom “solid”to “fluid”,

revealingtheaestheticqualitiesofnewmediaart．
Keywords:newmediaart,interventionwithmultidimensional,interaction,virtual

immersion,immaterialaesthetic

(学术编辑:郭勇健)

刘世文,男,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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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媒体艺术与禅宗书画的视域融合
∗

邓绍秋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２０５)

　　摘要:新媒体艺术与中国古代禅宗书画之间具有精神契合性:从存在维度观之,两者都

处于从混沌向存在变化的状态;从媒介维度观之,两者都力图突破传统媒介的约束;从创作

维度观之,两者均为关联性创造的结果;从接受维度观之,两者都强调自由开放和双向互动.
关键词:新媒体;艺术;禅宗书画;视域融合

以世俗眼光来看,当下新媒体艺术与中国古代禅宗书画性质、背景相距甚远.然而,通
过深入考察发现:在存在维度、媒介维度、创作维度、接受维度四个方面,当代新媒体艺术与

中国古代禅宗书画之间具有精神契合性,即二者存在异质同构的关系.
首先,从存在维度来看,两者都是从混沌向存在变化的等级状态,即伽达默尔所说的作

为艺术本质的“图像”存在:新媒体艺术是现代科技与传统艺术相融合的产物;中国古代禅宗

书画理论强调禅悟灵魂与艺术手段的结合.
其次,从媒介维度来看,两者都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传统媒介:新媒体艺术突破传统媒

介的限制,实现多媒体的综合运用;中国古代禅宗书画以书画为“佛事”(悟道),反对以书画

为“魔事”(障碍),突破传统书画的限制,达到书画(主要是纸质媒介)之外的境界.
再次,从创作维度来看,两者都是关联性创造的产物,即艺术因素与非艺术因素系统发

生的结果:新媒体艺术是传统艺术与现代数字技术的结合;中国禅宗书画则是禅宗思想与书

画艺术的综合运用.
最后,从接受维度来看,两者都强调双向互动和接受能动性:新媒体艺术具有开放结构,

追求互动性;中国古代禅宗书画则反对执着于书画本身,强调境生象外———书画之外的“妙
观逸想”.

下面拟从存在、媒介、创作、接受四个方面探讨两者的异质同构关系.

一

从艺术存在维度来看,新媒体艺术和中国古代禅宗书画都是从混沌向存在变化的存在

方式,超越主客二分(理性逻辑)的境域存在.

∗ 本文是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视觉图像与禅宗公案的诗意融合”(编号:１２YBA０９２)和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厦大中文学报 JournalofChineseStudies,XiamenUniversity

１６６　　 ２０１５年４月第二辑

先看新媒体艺术的存在方式.所谓新媒体,是指技术、内容、形式等区别于传统媒体,体
现历史性变革的一种新的媒介形式.而新媒体艺术则是新媒体形式与传统艺术嫁接的产

物.新媒体艺术的“美”既不存在于新媒体技术方面,也不存在于纯艺术本身,而是两者之间

的境域生成的“现象”.从现象学视野来看,“现象”本身就是美的.美感的态度就是损学而

益道的态度.比如见到梅花,把它和其他事物的关系一刀截断,把它的联想和意义都忘掉,
使它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孤立绝缘的形象存在那里,超功利地去观望它,赏玩它,这就是美

感的态度了.
伽达默尔«言辞与图像中的艺术作品———如此的真实,如此的存在»①一文认为艺术的

本质在于图像.他通过图像的本质界定艺术的本质.在他看来,图像不同于语言,不是一种

固定的存在方式,尚处于变化之中.伽达默尔把事物存在方式分为三个等级:混沌、混沌向

既定的存在变化、已经变成的存在.图像就是混沌向已经存在的变化状态.混沌意味着事

物没有进入人的视野,已经变成的存在则是进入语言体系的事物.事物进入图像状态的原

因有两个:一是它还没被语言所控制;二是从已经取得语言秩序的事物重新回到图像的状

态.伽达默尔认为,图像有一个功能,吸引遭遇到它的人们进入图像状态.从伽达默尔图像

理论来看,一切艺术都是图像艺术,而当代新媒体艺术和中国古代禅宗书画尽管相距甚远,
但照样能从图像存在方式找到两者的契合点.

新媒体艺术哲学家罗伊阿斯科特指出:“新媒体艺术最鲜明的特质为连接性与互动

性,其表现形式很多,但它们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用户经由和作品之间的互动、参与改

变了作品的影像、造型,甚至意义.新媒体艺术与国际互联网的结合,使它具有了超大容量、
超越时空、双向传播、高度共享、平等对话等特征.”②就其综合性意味而言,新媒体是一种开

放型的媒体,这就避免了对其纯技术性的界定.新媒体艺术无论是对于艺术创作的观念还

是对于现代科技的运用所采取的都是一种开放与自由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技术与

艺术的资源整合,实现了艺术和技术相对完美的结合.运用数字技术可以塑造虚拟的角色.
曾经在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８日上映的一部新媒体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男主角同一只老

虎在海上漂流了２２７天,这只老虎不是生活中的再现,而是由新媒体技术虚拟出来的角色.
运用新媒体技术还可以生成一些非常逼真的三维空间,其可以拥有“视觉”、“听觉”、“触觉”,
还可加入微妙的“嗅觉”.在许多游乐场中,就有这样的游乐设施,通过虚拟的三维空间与真

实环境融合,让参与者通过数字设备进行感知,得到真切的体验.由此可见,新媒体艺术创

造的虚境,不能理解为绝对的虚,而是从混沌到存在变化的状态.
禅宗书画也是以非理性的图像为存在方式,即由无形的禅意(空)与有形的书画图像

(有)双向作用而生成的境域.从伽达默尔的图像理论来分析,禅宗书画图像是从混沌的禅

意(不立文字)向存在(书画载体)变化的符号显现形式.四川师范大学皮朝纲先生近年出版

«丹青妙香叩禅心:禅宗画学著述研究»、«墨海禅迹听新声:禅宗书学著述解读»和«中国禅宗

书画美学思想史纲»(“禅宗美学三书”).上述著作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禅宗书画图像存在方

式的重要资料.皮先生的«中国禅宗书画美学思想史纲»认真梳理了中国古代禅宗书画美学

思想脉络,列举了大量的以书画论禅的禅宗资料,阐明了禅宗书画作为“文字般若”存在的价

①

②

孙丽君:«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美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１７~３５０页.
吴旭敏:«网络与新媒体艺术»,«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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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意义.① 唐诗僧皎然«观王右丞维‹沧洲图›歌»云:“丹青变化不可寻,翻空作有移人心.”②

这是将微妙的禅意与沧洲图有机结合.王维以“沧洲图”揭示人从混沌走向存在(人在世界

之中栖居)的生成境域.“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禅宗书画特别强调在感性(书画)而超感性

(顿悟)的瞬间开启之境,实际就是从混沌向存在的变化.
因此,只有远离主客二元对立的线性思维方式,即采用存在维度才能真正把握新媒体艺

术与禅宗书画的本体以及两者间的精神契合性(即具有趋同的图像存在境域).

二

从艺术媒介维度来看,两者都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传统艺术媒介.
新媒体艺术运用新媒体对传统艺术进行大胆的挑战.数码媒体为我们创造了以批判的

态度去欣赏包括口语、书籍、报刊、电影、广播、电视等在内的诸多相对旧的媒体的机会.我

们一旦用上了数码媒体,就对那些相对旧的媒体产生了陌生感.例如,年轻人有了数码相

机、智能手机,就不会理会老式的照相机.可以从媒体生态的整体意识出发来把握和玩味它

们,将它们的特点、用途、关系和局限性当成艺术作品的主题.其实,现在许多新媒体艺术作

品就是循着“喜新厌旧”的思路创作出来的.
中国古代禅宗书画艺术大胆突破世俗书画理论的约束.宋僧人淮海原肇提出“览者切

忌按图索马”,“以生死为极则”,“精艺入神,出自最灵之府”.③ 宏智正觉禅师认为,“是真非

相,是相非真”④,最精妙的书画也不能呈现生命本来面目.皮朝纲先生在«墨海禅迹听新

声:禅宗书学著述解读»中深入地指出:“在明代,‘文字般若’是一个内涵相当广泛的概念.”
“文字般若”不仅泛指一切以文字为媒介、手段或对象的参禅悟道等佛事活动,也包括自然、
社会、艺术领域的“万象万行与音声点画”的种种现象.所谓文字般若,涉及了诗词、书法、绘
画、音乐、工艺美术等各种文艺现象,并且这类文字般若与禅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
文字般若(不执着于文字)强调突破传统“文字障”(执着于文字)的约束,灵活自由地表达禅

意.⑤

三

从艺术创作维度来看,两者都体现了关联性创造特征.什么是关联性创造? 为了深入

理解,我们要进行一定的分析.

①

②

③

④

⑤

皮朝纲:«中国禅宗书画美学思想史纲»,四川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６~３０页.
皎然:«观王右丞维‹沧洲图›歌»,«杼山集»卷七,明复主编:«禅门逸书初编»第２册,第１０４号,第

７５页上.
皮朝纲:«游戏翰墨见本心———禅宗书画美学著述选释»,四川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０３~

１０４页.
正觉:«禅人并化主写真求赞»,«宏智禅师广录»卷九,«大正藏»第４８册,第６８３页中.
皮朝纲:«墨海禅迹听新声:禅宗书学著述解读»,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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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夏威夷大学安乐哲教授在«“境生”儒家之“和”———中国早期宇宙论中的“协重”思
想»一文中指出,绝对的相关性、“协重”思想奠定了中国宇宙论.他认为,关联性创造是中国

古代哲学特有的创造观.我们这里提出的“关联性创造”,就是中国古代创造观的继承与发

展.这种创造观不同于西方的“创生于虚无”的观念.① 著名学者庞朴先生提出了“化生”不
同于“派生”的观念.他认为“派生”是指从一事物产生另一独立事物,如鸡生蛋;“化生”则是

指一种转化他物的事物,如夏天变秋天,太一生水,太一就在水之中.“派生”侧重事物的独

立性(完成),“化生”则强调事物的持续性(时间过程),即独立性与持续性是事物创造的两个

侧面.②

新媒体艺术的创作,正是关联性创造的过程与结果.它不是技术和艺术的简单相加,而
是计算机技术与传统艺术相互关联、整体创造.是一种基于传统同时又突破传统(化生)的
技艺回归,即技与艺回到原初的混沌状态,既保持多样性又有连续性的创造过程.在传统国

画绘制前,艺术家需准备笔、墨、纸、砚等工具,但在电脑上绘制国画,只需要一台电脑和一个

手绘板.传统的国画绘制过程中,需要调色等复杂的过程.而如今,大家运用电脑软件中的

调色盘,就可以任意选取所需颜色,包括随时更换大小不同的笔刷.相比传统绘画方式,新
媒介艺术创作会比较简单,不需具备很高的专业水平,就可以进行创作.因为计算机网络新

技术解放了人,传统的艺术在新媒体时代获得了新生.新媒体艺术是最彻底的自由创造,因
为没有把关人以及任何形式的规制.它是最真诚地面向自我心灵、随性而作,真情流露,是
非功利化的创作,故而真正称得上是民间的艺术、大众的艺术.

禅宗书画是禅悟(本心)与书画手段协同创造的结果.它不仅是一种艺术活动,而且是

富有智慧的禅悟活动,是世俗书画艺术在禅宗领域中的创造性运用,秉承着中国传统书画中

的水墨精神与禅宗独特的自由精神.佛教又称为“像教”,即注重形象艺术教育的宗教.“佛
教之传布,恒藉像教而溥及.”③高观如«中国佛教文学与美术»说:“但宣教弘化,则赖乎文;
庄严佛国,有资乎美.”④禅宗书画艺术就是佛教人士运用世俗美术来传播佛教禅宗思想的

艺术形式.晚明高僧达观真可认为,“心外了无法,文字心之光”⑤,“文字语言,道之光华”⑥.
清代僧人道霈则强调“造像”的“启迪群迷”的作用.⑦

通观中国古代禅宗书画,禅师不仅重视书画形象艺术的作用,而且始终不忘禅宗悟道的

价值取向.就像新媒体艺术不管形式多新颖离奇,始终不脱离艺术本性一样.两者的关联

创造结构相同,但其区别在于,禅宗书画创作以悟道为主,新媒体艺术创作以艺术显现(审美

符号创造)为主.换句话说,禅宗书画的“道”是宗教之道,新媒体艺术的“道”是艺术之道.
总之,新媒体艺术是新媒体技术与艺术的关联性创造,禅宗书画是佛教禅宗传播与书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美]安乐哲:«和而不同»,温海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６~３７页.
庞朴:«一种有机的宇宙生成图式:介绍楚简太一生水»,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１７),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０３页.
戴蕃豫:«中国佛教美术史»,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１页.
高观如:«中国佛教文学与美术»,上海佛学书局１９３８年版,第１页.
真可:«文薪偈»,«紫柏尊者全集»卷二十,«新编卍续藏经»第１２６册,第４１７页.
真可:«大悲菩萨多臂多目解并铭»,«紫柏尊者全集»卷二十二,«新编卍续藏经»第１２６册,第

４６７页.
道霈:«募塑大佛像疏»,«为霖道霈禅师餐香录»卷下,«新编卍续藏经»第８９４页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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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协同创造,都是艺术因素与非艺术因素之间的整体创造.

四

从艺术接受维度来看,两者都体现了互动性和“游”的自由开放性.
新媒体艺术一诞生就追求开放性和创新性.在之前,我们往往习惯于以单向和线性形

式去欣赏作品,而且只是被动地接受文本所具有的审美意义,不能根据自己的个性要求与审

美文本进行互动交流,更不会改变审美文本的审美意义和价值.此时,接受者和审美文本之

间缺乏双向交流.新媒体创作的发表,既可以借助新媒体供广大接受者阅读和交流,也可以

在自己的博客之中用密码加以锁定,只提供给朋友圈内欣赏.新媒体艺术在发表之后,传播

速度非常快.“在未来的新媒体写作中,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表征艺术审美,以新媒体特性

彰显文学本性,用技术手段为人类打造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让新媒体写作赢得一个文学性

的向度,应该成为未来新媒体写作发展的新拐点.”①在新媒体艺术的接受过程中,接受者不

仅可以与作者进行实时交流,而且还可以与艺术文本进行实时交流互动.由奥地利青年艺

术家创作的作品«城市互动»就是实时互动的典型例证.当观众在一座城市的公共空间铺设

的枕木上走动时,通过网络传输技术,另一座城市的同样装置则会一起运动.通过观众的主

动参与,接受主体本身就可以成为新媒体艺术的创作者.接受者可以动手重新整合这些资

源甚至是进一步收集资料,创作出符合自己审美趣味的作品.
中国禅宗书画的本质在于书画之外,即观者与作者之间心心相印以及会心领悟,充分体

现了禅宗自由开放的精神.我们可从历代禅师语录中找到理论依据.明代僧人汉月法藏明

确指出:“法绝名理,不属文字.”书写“开示悟入是事”,是无法呈现“我佛四十年来一段大事”
的,“且道是事如何写得?”②明末清初高僧浮石通贤亦说:“从来本体难描画,画出谁知是本

然.”③在禅宗书画美学思想从古典向现代形态转化过程中,清代高僧澹归今释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他认为,禅宗文艺鉴赏应依“无我法”,不作“梦中说梦人”.他还说:“笔笔丹青

总不真,丹青笔笔谈无生.”“无画无罗汉,即此罗汉画,与诸非画者,同入无我法,赏鉴亦如

此.”④就是说,欣赏绘画不能执着外相,要自得于“笔墨之外”,顿悟“无我”真谛.可见,禅师

们认为,禅宗书画对观者而言是意向性的存在,而不是确定的视觉图像.
综上所述,新媒体艺术与禅宗书画都超越文本本身,留下广阔的空间,期待欣赏者的积

极参与.

①

②

③

④

欧阳友权:«网络文学:盛宴背后的审美伦理问题»,«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９年第８期.
法藏:«题倪康侯为母书法华经»,«三峰藏和尚语录»卷十六,«嘉兴藏»第３４册,第２９９号,第２０２

页中~下.
«浮石禅师语录»,«嘉兴藏»第２６册,第１８５号.
皮朝纲:«游戏翰墨见本心———禅宗书画美学著述选释»,四川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９７~

３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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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中国的新媒体艺术在促进自身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与中国独特的民族

文化和艺术(如禅宗书画)相结合.只有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媒体艺术才能够最终走入

世界媒体之林.在新媒体艺术与禅宗书画相结合的基础上,我们设法创建新媒体禅宗艺术.
这是一个有趣的新课题,有待另文专门探讨.

FusionofHorizonsofZenCalligraphyandPaintingandNewMediaArts

DengShaoＧqiu
(FacultyofArts,HunanFirstNormalCollege,Changsha,Hunan４１０２０５)

　　Abstract:Thereisspiritualcoincidencebetweenthenew mediaartsandChinese
ancientZencalligraphyandpainting:fromtheperspectiveofDasein,bothareinthe
imagestatechangingfromthechaostoDasein;from media;bothtrytobreakthrough
thetraditionalmediaconstraint．Intermsofcreation,botharetheresultofassociation
ofcreation．Internsofreception,bothstressonfreeness,opennessandinteraction．

Keywords:digitalmedia,art,zenpaintingandcalligraphy,fusionofhorizons．

(学术编辑:郭勇健)

邓绍秋,男,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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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终结?
———有关电影数字拟像镜头的理论反思

赵　斌

(北京电影学院　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００)

　　摘要:新媒体艺术涵盖了以全新材料为传播介质的艺术形式,它由两个明显的部分构

成,一个是在架上画历史之后出现的,由全新媒体形式参与的当代艺术,这部分可以看成后

现代美术的延伸,另一个是以消费和奇观为指向,由数字影像技术全面介入的虚拟叙事艺

术,如电影中的数字特技镜头等.本文认为,就第二种形式而言,它仍体现为想象性的语言

能指,并未在本体论意义上为艺术提供全新的视野,更未导致以摄影为基础的本体论终结;
对其进行理论认知,最佳的途径是仍将其看作一种语言,而语言没有本体论;叙事中的拟像

艺术由于历史原因,在今天仍然只发挥了虚构的潜能和制造奇观与快感的功能.
关键词:新媒体艺术;数字拟像;电影;本体论

对数字化的拟像叙事问题的关注,源于理论界近些年对数字镜头艺术表现力的惊讶和

赞叹,甚至表现出了对巴赞电影本体论终结的焦虑或兴奋.如果我们重新阅读巴赞,不难发

现,巴赞在电影理论史中一次又一次地被误解.
巴赞关于“电影是什么”的倡导性宣言,是一种导向性的、诗学化的本体论,它的目的是

尝试把人人皆知的“幻象的媒介”结构成一种“反幻象”的美学.在巴赞看来,是蒙太奇导致

幻象而使观众忘却现实,而纪录则在观众明知是假象的基础上,保证观众能够穿越银幕,与
真实(之物)相遇———巴赞不希望电影的机器(摄影机、银幕)变成障碍,在他看来,这一障碍

阻止电影本该具有的力量,即,电影的幕布应该隐身,电影画面所翻拍的现实应该被完整地

保留———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显现.
由此,我们可说,巴赞清晰地觉察到了电影可能走向歧途的先兆,由于电影机器的过分

运用,或者说电影语言与电影修辞的过分介入,观众与真实世界失去了直接的关照:电影一

方面在苏联变成了斯大林的政治表述工具,另一方面,在好莱坞,作为商品,它切断了与生活

之间真切的联系,成为用来满足欲望的修辞法,进而在世界范围沦落为保证资本增殖的媒

介.在巴赞去世后的十几年后,这些还是不可阻挡地变成了某种政治学的现实———电影不

再(主要)与真实世界相关,而是演变为一套虚构叙事的话语策略,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机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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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时代:本体论的缺失或终结?

从巴赞美学的政治抵抗性来看,它与沿袭自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精神分析理论的电影语

言学(意识形态、电影修辞理论、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所进行的“去蔽”工作有着相同目的,只
是通达这一目的的途径完全不同.或许由于这一点,经常有理论家处于两者的中间地带,甚
至在两种立场之间不断变换和游走(如后期的罗兰巴特在«明室»中表现出的现象学转

向).
在巴赞的逻辑中,有两个主要的关键点需要明确.
第一关键点是“完整电影”,或者说是“完整神话”.在他那里,照相性只是完成“完整神

话”的偶然的工具.与大多数电影史学家不同,巴赞认为摄影术不是电影发明的基础,电影

与照相术结盟纯属历史巧合;或者说,电影仅仅是偶然间遇到了最能展现其完整神话的媒

介———摄影术.电影并不是因为照相的发明而诞生,电影诞生的内动力是人类内心的完整

神话,即木乃伊情结———人类希望在虚构世界中找到现实的对应物,摄影术偶然充当了承载

这一内在情结的媒介,这就好比以卡洛斯的古老神话要等到内燃机的发明才能走向柏拉图

的天国①.
关于电影的完整神话,巴赞在«电影是什么?»的开篇就有了基础性的论述,这也就意味

着,他非常明确地承认了电影的想象性(或幻觉性).他甚至比精神分析电影理论更早地介

入了对戏剧与电影的比较,敏锐地指出,关于“在场性”和“认同”的解释并不能厘清电影和戏

剧的差异,也不能分别通达两者的最高本质②.但遗憾的是,巴赞对这些问题并没有给出系

统的解释,这些问题还是由后来的精神分析理论给出了完满的答案,这可能与巴赞本人在艺

术的敏锐和系统理论素养方面的不平衡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巴赞的年代,缺少更多地与电影

相关的哲学描述和逻辑支持.正如罗素所说,我们常常不是对所论对象不够了解,而是对论

述的逻辑所知太少.
第二个关键在于照相性,即电影的媒介属性.电影在纪录方面的独特性根源于摄影术,

它是电影能够完成“完整神话”这一任务所必需的媒介保证.
以上两个关键点,体现在«电影是什么?»的第一篇与第二篇文章中,其后的评论文章是

在两个关键点上的不断论证,这两个关键点构成巴赞立论的基石.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关键

点分别称为巴赞的艺术哲学观和艺术媒介观.巴赞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内在关联,即
论证“纪录的艺术媒介”能更好地支持其“艺术(电影)的哲学观”这一命题,从而形成其大写

的电影本体论.
那么一种艺术媒介与艺术的哲学观之间是不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呢? 艺术史中,关于

此类问题早有争论,而那些坚定地把两者联系在一起,试图借此寻找某种艺术本体论的尝

试,似乎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这些失败是源自不同的历史因由,还是有着根本的相似

性? 这一问题足够引起我们的反思.

①

②

[法]巴赞:«电影是什么?»,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７页.
[法]巴赞:«电影是什么?»,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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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绘画中,艺术媒介观与艺术的哲学观联系在一起———“绘画媒介(线条和色彩)再现真

实世界”,这曾经是古典主义以来最重要的绘画本体论表达,但当绘画遭遇摄影的时候,这一

表达宣告失败,并导致了绘画的形式主义转向.在摄影中,艺术媒介与艺术的哲学观再次联

系在一起———“摄影媒介(镜头与胶片)纪录真实世界”,这构成了最重要的摄影本体论表达,
但当摄影遭遇数字拟像的时候,这一表达宣告失败,并导致了摄影的分化,其中一支大踏步

地向着背离纪录性的方向前进———时尚摄影、装置摄影、商业摄影、摄影的数字润饰等,摄影

被推向了虚构和表现的领域;另一支则坚定地退回到了纪实摄影,这一支没有退路,因为摄

影与绘画不同,相对而言,无法自由地走向纯粹的形式主义.如今,电影的演进重履摄影的

旧辙.
这由此会引发我们做出一个猜想:艺术媒介与艺术的哲学观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稳定.

艺术的哲学观,特别是在表达“艺术、世界和人”的关系问题上,始终是相对稳定的,但艺术的

媒介是不断变迁的,由此某一艺术门类或许很难存在具有历史超越性的本体论.唯独文学

是个例外,或许与文学的媒介性质有关———文字或一般语言媒介具有超越一般物质性媒介

的超稳定特质.
艺术、世界和人的关系问题是亘古不变的艺术哲学话题,这一关系在艺术哲学内部构成

了核心命题之一———艺术本体论.但在一种具体的艺术门类中,在其艺术理论内部,一种艺

术媒介(及其形式)与艺术的哲学观之间缺乏长久而稳定的匹配性(如,在巴赞时代,纪录影

像曾经是再现真实的最佳方式媒介),或许只能形成一种“认识论”.正是基于这种历史上反

复出现的“匹配的不稳定性”,本雅明集中描述了历史从“艺术/审美”到“政治/消费”的断裂,
而朗西埃则着力表达艺术的美学体制(由概念语汇构成的话语结构系统)的更迭.

由此,我们可以把巴赞理论与电影语言学理论做一个简单对比.后者的艺术哲学观基

本上可以表达为:电影是否最终表现为真实,并不确定;但确定的是,电影最主要地是一种幻

觉的艺术,电影是服务于幻觉的影像语言的修辞系统.巴赞理论与电影语言学理论的相同

点则在于,它们都明确地承认一个基础:电影首先并且从根本上是幻觉的艺术、虚构的艺术.
如果说巴赞的理论与电影语言学的理论是相悖的,那么这种相悖本质上是现象学与语

言学的分歧.现象学反对语言本质论,扭转了语言和存在的关系———存在先于本质,语言没

有本体论.
无论是巴赞还是克拉考尔都在电影研究中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特别是巴赞,一方面

强调电影与现实的亲缘关系———这一度曾被误读为伦理的、宗教的倾向,实际上仍旧是其现

象学“议程”的一部分,这一议程建立在电影现象学的“词汇和方法”基础上,但是由于电影研

究并没有赋予“词汇和方法”以足够深入的研究,议程变得神秘而模糊,并一度使巴赞理论被

误解为一种庸俗的纪实技术的倡导;另一方面,巴赞理论的现象学倾向还集中体现在力图赋

予电影所表现的现实(而不是电影本身)以最基本的地位上,这实际上对于“幻象”的批判有

积极的启发意义.与之不同,电影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则要则明确认定电影的意义是生产性

的,电影的意义是电影语言的操作结果.在对待影像和影像背后的现实问题上,与现象学完

全相反.当然,电影语言学关心的是电影语言系统的问题,后期也拓展到了主体问题上(精
神分析语言学),但它强调的仍旧是电影机器、语言机器、社会象征界的机器.于是,关于主

体的地位,以及主体是否是语言系统之外或之前的先验存在,成为反复争论的焦点.
巴赞并不是一味反对蒙太奇的存在,只是在一些关键性的镜头处理中,强调禁用蒙太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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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获得独特的幻觉,这种幻觉最终把观众引向真实,而不是让幻觉仅仅是幻觉.当然,关
于幻觉,我们可以从精神分析那里得到完全不同的解释:幻觉无论如何都是幻觉,巴赞对幻

觉的区分,仅仅是观众“相信”程度的差别,是信念结构的牢固程度,是观众睡眠状态的深度

和稳定性.长镜头保证了局部的真实性(幻觉效果之一种),但幻觉效果的维持显然更依靠

基于叙述.
与巴赞相比,电影语言学首先承认了照相性这个事实,如麦茨在«电影的意义»开篇所

言;但又似乎对这个问题并不关心,而把目光转向了基于活动照相性的镜头组合理论———电

影的语言———叙事和修辞.但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对于幻觉效果的论述而言,电影语言学的

原点是双镜头理论,即以正反打(蒙太奇)为引导符码的镜头运作,更小层级的单镜头无法纳

入其中.特别是对于一些具有强烈效果的长镜头,电影语言学鲜有涉及.这一现象并非偶

然,结构主义语言学同样对照片(摄影艺术)的分析三缄其口(注意,艾柯的代码分节理论研

究的不是照片而是图像),反倒是罗兰巴特在摄影研究中保留了精神分析法则,并最终回

归了现象学———一种不同于符号学的幻觉理论:精神分析理论解释了摄影观者已有的情结,
而关于照相性的现象学理论,则解释了照片的情绪穿透力的来源;前者解释了观者与现实本

已存在的情感关系,而后者则解释了观众如何与照片“相遇”;两者在摄影中的结合,促成了

摄影魔幻般的魅力,保证了影像背后的现实之物(曾经的在场和永远的缺席)击中了观者,并
瞬间调取了观者已有的全部情感.

可以肯定地说,电影语言学绝不是无意间忽略单个镜头的照相性,而是无法精确而细致

地阐释单镜头所具有的幻觉的真实性效果,因为这一论述所依赖的现象学理论与结构主义

语言学并不兼容.但是,如果就此认为巴赞和电影语言学强调了不同的东西,两者在不同领

域各具阐释力,或者认为两者从根本上扯不上干系,那么就大错特错了.
电影语言学认为电影的意义是电影陈述的结果,是想象的能指在语言运作下的效果,而

巴赞则认为电影的画面(对应了想象能指)具有沿袭自摄影的直接的现象学力量.这种分歧

在对待媒介的根本属性上是完全相悖的.
与今天的很多庸俗的理论认知相反,任何试图通过例举反证,如数字拟像镜头的所谓颠

覆性效果来驳斥巴赞理论的做法,从理论起点来讲就注定没有意义.巴赞理论并不存在所

谓“历史局限性”,巴赞的本体论是否正确,与他是否考虑过未来出现的数字拟像完全没有关

系,对巴赞理论历史局限性的批评或认为巴赞理论在今天需要增补的观点,完全忽视了巴赞

理论背后的现象学支撑.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对影像的现象学还知之甚少;我们可能较好

地处理了如何从语言学角度理解意义表述的问题,但包括现象学在内的其他的意义表述方

式,还没被充分的关注,因为相比前者,后者缺少“科学分析”的可操作性.
在面对虚拟影像时,现代主义情结的理论家,如果是语言学流脉的簇拥,则继续着去蔽

的工作;但如果是巴赞理论的簇拥,则常常会回顾巴赞的纪实理论,以对抗过度的幻觉和欲

望的生产———此时,巴赞被错误地征用,巴赞理论被处理为一种对抗“虚构”的写实技术.的

确,现实中那些优秀的“现实主义”影片与纪实有关(但或许还与其他东西有关,我们对此知

道的并不多),同时,声光绚丽的商业大作则常常与复杂的剪辑技术和高超的数字拟像镜头

有关,但是,这种“关联”并不具有必然性.换句话说,“纪录”,无论在幻觉效果还是在现象学

意义上,都不必然优于“拟像”.在今天,如果有必要,我们借助数字拟像方式一样能制造出

同样具有真实效果的镜头,只是在实践领域,它经常被运用到视觉奇观的表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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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实践中,蒙太奇显然“优于”长镜头,而在电影理论的历史中,结构主义语言学相

比电影的现象学思想也是“大获全胜”.这源于蒙太奇/电影语言学的某些特殊因素:
首先,影像叙事是一种虚构的文本,它无法获得现象学意义上的“存在”的基本地位,反

倒是和“语言”相对应,虽然观众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思维状况或意向状态,但这种文本对观众

是封闭的,观众基本上处于被动的“被言说”的位置上.
其次,当代社会历史的状况决定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阐释优势.作为商品的电影从诞

生之日起就已经宿命般地成为商品意识形态控制的产物,“那么电影的现象到底具有多大意

义上的原初的丰富性很值得怀疑”,“现象学鲜明的主体哲学的血统注定不能完成彻底的文

化批判的使命”①.当然,这些都是对理论的当代发展水平和基于这一水平的批评阐释力的

评估,并不能取代对理论本身的价值判断.

二、作为意义表述方式的拟像

至今,在电影哲学层面上,我们已经有了蒙太奇和长镜头两种最基本的“意义表述方

式”.而拟像镜头是否有可能代表第三种? 的确有一部分拟像镜头在意义呈现的层面上明

显区别于蒙太奇和长镜头.因此,“表述方式的拟像镜头”强调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存在的可

能性”.
就目前而言,拟像镜头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是“超级真实感”,另一方面,它以区

别于传统剪辑方式的特征继续发挥想象的能指的作用,并诉诸幻觉的制造.因此,这部分拟

像镜头可以看作摆荡在现象学和语言学之间的特殊表述方式.基于摄影的电影图像,如果

说它纪录了现实而产生了真实的印象,那么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真实”,本质仍旧是一种表

面现象,它促进了幻觉的感知,仍旧属于电影的想象界,由此,就“与现实的亲近关系”而言,
摄影机的复制并没有比计算机生成的拟像提供更多的特殊优势.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摄
影(纪实、纪录)对于电影而言更像是一具沉重的肉身,一桩无法摆脱的“原罪”:作为一种物

理的媒介,它创造了银幕上的现实,却又把电影困于这种现实,它基于技术制造了想象,却又

因技术水平而限制了“想象”,“想象”最终被只能在技术所允许的领域内体现着自由性.而

拟像镜头则开辟了抛弃摄影原罪的全新途径,数字技术不再基于摄影,而是直接诉诸知觉的

想象,这种“无底片的影像”使得电影向着“想象的能指”更加自由地一路狂奔.
电影与现实的亲近关系,是电影哲学,特别是电影本体论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一话

题还不停地衍生出很多相关的理论思辨与争论,如真实、真实感、现实主义等.需要引起警

惕的是,这些争论大多建立在对概念的“差异性演绎”之上,其争论本身在逻辑上存在严重问

题.以与真实有密切关系的“现实主义”为例,我们经常把现实主义态度、现实主义题材、现
实主义的方法(主要体现在戏剧化的叙事结构和透明话语的叙述策略,以及纪实风格的镜头

语言等)等三个方面搅在一起.实际上,现实主义是一种综合性的意识形态效果,也是一种

综合性的风格感知系统.以上括号内的三个方面相加,不会必然出现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

也不必然同时需要以上三者.在具体的语境(例如中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纪实美学风潮)

① 赵勇:«电影现象学质疑»,«电影文学»２００７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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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谈论的现实主义,大多指的是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的某些层面;特别是在强调一种

道德观或历史观时,必须谨慎———我们所援引的巴赞的真实,是一种现象学真实,是一种实

为幻觉的表面经验,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历史真实”.后者可能才是今天理论和批

评真正关心的话题,而这一话题实际上并不总是与巴赞的真实相关.例如,对贾樟柯电影的

批评,都会提及其底层题材的选择问题,反戏剧化的叙事问题,实际上,这些批评关心的是一

种电影作品的政治态度(意识形态),却经常错误地从纪实、长镜头等理论中寻找美学支撑.
精神分析的研究表明,现实主义总是植根于观众的想象界,并与象征界的复杂参与有关———
这提醒我们注意,“真实”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基于本质直观(画面)和逻辑思维(叙述)双重基

石的认知,既然有后者的参与,作为结果(效果)的“真实”,就一定与叙述有关,对真实的考察

就不能局限于媒介系统,因此,它从根本上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现象学问题;而实际上,我们对

于两者在主体精神世界如何促成“真实”的感知,至今仍所知甚少.
其次,近些年的电影实践显示,计算机参与的拟像镜头大多与高昂的制作费用和巨大的

票房收益相关,它更多地用来创造“视觉奇观”,这似乎与纪实理论的伦理取向相违背.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我们讨论的是拟像镜头逻辑和历史的“可能性”.今天,被用作视觉

奇观的镜头牢牢地与欲望及快感的消费相连,这一状况的形成,源于消费主义的历史境遇和

后现代视觉经验表面化的现实状况———这一历史机缘,推动了作为视觉快感之工具的拟像

镜头的普及.这一历史的“侵蚀”作用,并非第一次出现,６０年前巴赞所批判的好莱坞电影,
就已经出现了出于强化愉悦和快感这一目的而被滥用的蒙太奇,但作为意义呈现的普遍方

式,蒙太奇及其背后的表述思维早已存在,只是在好莱坞,被商业逻辑所篡取.因此,每一次

技术的演进,包括基本的文本策略都会用于资本增殖,但这一满足消费的特征和功能不能被

视为拟像镜头本身的内在属性———这是区别对待工具和工具异化问题时应有的基本态度.
再次,数字拟像镜头启发我们重新审视电影的奇观功能.
奇观这个词,在今天看来,经常被理解为一种神奇的感官体验,特别是一种视觉经验,并

且这种经验经常与欲望、快感等相关.而在古希腊,奇观则用来指代那些不同于平凡的日常

生活的状态.这一状态与惊奇有关,古希腊语写作thauma.而柏拉图认为,惊奇是哲学的

标志,此外哲学别无开端.海德格尔则在«什么是哲学»中说,惊奇贯通于哲学的每一个步骤

中.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认为,无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惊奇而开始哲学

思考的:人们最先对身边不解的东西感到惊奇,继而逐步前进,触发疑问,在对世界表示出最

原始的惊奇的时刻,为摆脱无知与迷茫而进行的纯粹自由的探索便开始了.接着,在惊奇和

困惑之中,我们获得了理解和认识的可能性.面对奇观,人们的惊奇是一种最原始的情绪,
但惊奇本身蕴含着一种特殊的时刻.这一时刻,按照古典现象学的话说,世界向我们敞开,
因而变得澄明;而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惊奇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它以脱离日常生活经验

的方式创造着陌生感,并最终通过否认导向升华.因此,奇观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小刺激、小
惊喜,更不体现为任何欲望和快感的诱发物,更不会顺势激起新奇的官能刺激.真正的奇观

包含着“非凡的惊奇”,不仅仅是对事物的新奇感到惊奇,而更多地是对事物的惯常感到惊

奇———奇观提供了让我们俯视日常生活之平庸性的珍贵契机:奇观利用了惊奇来引导我们

重新审视熟悉的存在,经验知识的现成性和完满性就被打破了,平凡的事物重新被审视,完
全自由的、解放的力量被唤醒,探索由此开始.因此,惊奇表现为日常实践活动的中断,它把

人从日常生活中驱赶出去,使其突然置身于一个纯粹的思想的境域———奇观由此结出了“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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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理论”之果.在古希腊语中,理论思辨(theooretikee)由名词theooria而来,而theooria
又由动词theoorein而来,theoorein中包含的theos意为“神与神圣”,而 horan意为“观
看”.因此,“思辨”在其本义上意为“神的观看”,即非日常的观看,而是纯粹的、神圣的观看.
借此,视觉形象脱离日常生活中的平庸之态,成为世界本原的、无蔽的、澄明的状态.①

就电影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奇观”镜头的例子并不多见,其中一种为借助传统长镜头而

完成的片段,如影片«孔雀»中“杀鹅”的段落;一种为借助传统剪辑技术而产生的反缝合的镜

头,如影片«木兰花»中的坠楼的段落,另一种则为充满想象力的戏剧性片段,如影片«黑天

鹅»中对脚趾的表现,在拟像镜头的帮助下,使观众理解其癫狂的精神状态而不必依赖认同.
这个例子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数字拟像镜头可以并且善于表现“异常”情景,比如陌生

的、幻觉的或异化的世界,这有力地把“奇观”与纯粹的视觉快感区分开来———这些奇观是从

日常生活中脱离出来的片段,它没有引发某种“认同”,反而引发间离、否认,或者直接引发升

华.
数字技术为电影接近这种“高贵而理想”的奇观状态提供给了可能性.但就目前电影发

展现状而言,这种理想状态并非电影的“主流状态”.就电影的主流状态而言,它依靠快感机

制而生成.
凡是能借助纪录方式得到的,不会诉诸成本高昂的数字方式.换句话说,在可被称为真

正意义上的奇观段落中,拟像镜头只是其中一种可能的方式,但它有时又是一种终极方式,
所有无法通过前两者抵达的,拟像镜头提供了最后的出路.在影片«孔雀»的结尾的长镜头

和影片«红色»中掉落的书本的视点镜头,由于技术原因,只都避开了拟像,而是基于传统摄

影浅尝辄止地进行替代性表现,结果效果大打折扣.之所以列举这些例子,原因在于它们的

存在不遵循基本电影的意识形态机制,并不产生“睡眠”的“理想的电影状态”,而是以“反认

同”的方式激励着观众在惊奇中醒来并沉思.
因此,现在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已经不是拟像镜头的问题,而是奇观本身,即,我们真

正需要怎样的奇观,是满足认同、窥视与恋物的视觉奇观,还是超越日常经验引发的沉思的

奇观? 拟像镜头在两者上均有超越性的潜力,但今天的我们,似乎仅仅对前者做了微不足道

的开发,便急于将这一技术与时代的中心词———快感进行了关联;而拟像镜头丰富的实践可

能性和完整的艺术自由性,则有待于理论给予深度考量;至少在今天,拟像镜头尚且没有在

艺术体制层面提供现实而可见的全新变革,主要还是沿着审美—消费的既定路线一路狂奔;
超越消费主义的全新政治学图景,目前仍只在“当代艺术”中悄然展现.

TheEndofOntology?
———TheoreticalReflectiononFilmicDigitalSimulacra

ZhaoBin
(ChinaAcademyofFilmCulture,BeijingFilmAcademy,Beijing１０００００)

　　Abstract:NewMediaArtconsistsoftwodistinctparts;oneofwhichiscontemporary

① 聂敏里:«什么是philosophia»,«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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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whichcanbeseenastheextensionofthepostmodernismart,anotherofwhichbeing
consumeristicart,suchastheComputerＧgeneratedordigitalsimulacrausedindigital
moviecamera．ThispapersuggeststhattheVirtualImagecanstillbedefinedasthe
Imaginarysignifier,anditdoesnotshowanyfinalityintermsofphotographyontology．
Today,thevirtualimageinfilmdisplaysobviousattributeofthelanguage,whichasis
wellknowndoesnotownitsontology．Duetothehistoricalreasons,today,thevirtual
imageinfilmstillonlyplaysthefunctionofmakingspectacleandproducingpleasurefor
audience．

Keywords:New MediaArt,digitalsimulacra,film,ontology

(学术编辑:张艾弓)

赵斌,男,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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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电影艺术的跨媒介叙事逻辑
及批评转型

王　鑫

(辽宁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３６)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新媒体时代电影艺术的跨媒介叙事逻辑以及由此带来的批评转型

问题.电影艺术跨媒介叙事得以展开的背景是基于媒介融合这样一个现实,电影艺术作为

新媒体时代表现最为活跃的艺术门类,其综合性特征促使电影跨媒介叙事成为可能.本文

通过对电影的跨媒介叙事的核心要素分析,找寻其得以实现的内在逻辑以及带来的批评转

型.
关键词:媒介融合;跨媒介叙事;故事;粉丝;媒体自性;审美发掘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综合了文学、音乐、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比如文学作品是电

影艺术重要的文本改编的来源,把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本就是一场跨媒介叙事,只不过这种

跨媒介叙事还处于比较单一的阶段.在新媒体时代,文本的丰富以及同一文本内容在不同

媒介之间流通和传播,创造出了宏大的叙事规模.作为一个集体智慧时代的娱乐活动,在新

旧媒体碰撞的边界,电影艺术的跨媒介叙事的内在性表现得更为复杂和精细.本文是在媒

介融合视域下去思考电影的跨媒介叙事逻辑和批评转型:一是为什么将电影艺术的跨媒介

叙事置于媒介视域下来思考,二是电影跨媒介叙事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三是这种电影生产的

现实带来了怎样的批评转型.

一、一个前提:媒介融合的现实

媒介融合这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争议,争议主要来自理解媒介融合的角度的

不同,人们更倾向于从技术的角度来理解媒介融合.早在１９８３年,麻省理工学院的I．普尔

就提出了“媒介融合”概念,普尔认为,“一种可称为‘形态融合’的过程正在模糊媒体之间,甚
至是点对点传播与大众传播之间的界限.过去存在于一种媒介及其用途之间的一对一

的关系正在消逝”①.这里的媒介融合就是从技术层面来讲的.«媒介融合的轨迹»一书中

谈到的媒介融合的内涵,涉及这样的几个方面:媒介传播技术的融合、媒介平台的融合、媒介

① [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与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

版,第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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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融合、媒介企业的融合以及媒介市场的融合等①,这里将媒介融合的层面从技术层面

扩展到产业层面,其中后者尤其被认为是“媒介融合”的实质.媒介融合大多被人们理解成

为信息内容的彼此共享,作为媒介自性的本体特征则被忽略,同时,也忽略了从文化的层面

去理解媒介融合.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在«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一书

中,提出“融合文化”的概念,旨在驳斥关于“媒介融合”概念的偏见,即“把媒介融合认为是一

个技术过程,即在一种设备上汇集了多种媒体功能的过程.事实上,融合代表了一种文化变

迁,因为它鼓励消费者获取新信息,并把分散的媒体内容联系起来.融合的发生并不是

依靠媒体设施,无论这些设施变得如何高度精密”②.这里,詹金斯使用的“融合”概念,更偏

重于内容流动以及媒介受众行为,更加关注“融合如何从横跨各种媒体渠道的信息和娱乐内

容的传播和流动中浮现的”③的内在生成机制.
实际上,在媒介融合的问题上,技术和内容本就是不可分的.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媒介

融合的表层形式是技术融合,比如说手机融合了电话功能(视频和非视频)、电脑的文件处理

功能、视频播放功能、移动存储功能等.媒介融合的深层结构是内容的融合,是“一个内容”
在不同媒介形态上表达,媒体融合的深层之意暗含这是一场跨媒介叙事,而叙事本身是一个

复杂的概念,可以用来指涉文学叙事,也可以用来指涉历史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比如,新
闻事件作为一种叙事,可以跨媒介传播,如在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上传播,
这属于信息内容的共享,可视为“媒体融合”之表层之意.深层之意在于,需要一个具备创生

力“元素”,经由不同的媒介转换,可生成不同叙事形态、审美表达以及满足不同的受众偏好.
从这个角度上看,相对于从技术上理解媒介融合,从文化的角度更具有解释的效性.

詹金斯在分析电影«黑客帝国»系列时,使用了“跨媒介叙事”的概念,但是要明确一点,
事实存在于在命名之前,即在提出“跨媒介叙事”概念之前就有了大量的跨媒介叙事,只不过

在媒介成为时代显性特征的今天,提出“跨媒介叙事”的概念并对其进行分析,就显得必要

了.詹金斯提出了跨媒体叙事的最理想的形式,“就是每一种媒体出色的各司其职,各尽其

责———只有这样,一个故事才能以电影作为开头,进而通过电视、小说以及连环漫画展开进

一步的详述;故事世界可以通过游戏来探索,或者作为一个娱乐公园景点来体验.切入故事

世界的每个项目必须是自我独立完备的,这样你不看电影也能享受游戏的乐趣,反之亦然.
任何一个产品都是进入作为整体产品系列的一个切入点.跨媒体阅读强化了深度体验,从
而推动更多消费.”④詹金斯这段叙述指出了跨媒介叙事的核心密码———一个优质的“故事

核”以及不同媒介对这个“故事核”的演绎、催化、重构和创生.一个精彩绝妙的“故事核”,能
够在不同的媒介形态上创生为符合媒介自性的文化内容,为不同群体接受.比如迪斯尼的

电影、书籍、网络游戏和娱乐体验项目等,基于芭比公主衍生出的系列芭比公主电影、芭比图

书、芭比学校以及中国国产动漫游戏«摩尔庄园»,进而改编成电视动画剧、动漫电影,并且出

①

②

③

④

许颖:«媒介融合的轨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８页、第９页.
[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

版,第３１页.
[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

版,第８页.
[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

版,第１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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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系列图书等,都是基于一个优质的“故事核”进行的跨媒介叙事,同一个故事原型,每个媒

体“各司其职”,最终归为观众、读者和游客带来“互文性”体验.

二、电影艺术的跨媒介叙事逻辑

(一)跨媒介叙事的逻辑始点:对故事的倚重

媒介融合是新媒体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是电影艺术发展的新现实,这个现实尤其偏

重电影的“故事性”,并使之具有了本体意义.媒介融合视域下的电影艺术跨媒介叙事的结

构性因素和生产逻辑是怎样的呢?
跨媒介叙事必须倚重一个优质的“故事核”,围绕这个“故事核”演绎和创生新的故事内

容,这是跨媒介叙事成为可能的基础.“故事是所有人类文化的基本元素,是我们组织、分享

共同体验并赋之以意义的基本手段.”①围绕故事,观众和粉丝才能展开对故事的发现、探
索、解读、揭秘、阐释、穷究其理和智慧辩论,比如电影«让子弹飞»上映之后,豆瓣电影社区上

有关于“张麻子”身份的各种假说,网友通过对电影中的台词、情节等细节的条分缕析,分析

出张麻子与蔡锷、黄四郎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叙事的空白被观众以各种方式填补,使看电

影的乐趣在评论中丰富;比如对«盗梦空间»的男主角最后结局猜想,几乎引发了全球影迷的

隔空讨论和争辩.跨媒介叙事的内在逻辑起点就是一个绝妙的“故事”,这个“故事”能够起

到一个制造悬念、引发讨论、激发思考的作用,吸引着“知识社群”的人对此展开富有挑战的

揭秘和探索过程.基于这样的故事,电影留下的空白可以通过电视剧得到进一步的扩充、演
绎,游戏制作可以让玩家模拟剧中人体验,更加认同和喜欢角色.

跨媒介叙事的基础来自于有魅力的“故事”,这个故事通常能以系列的方式出现.２０１５
年,将陆续上映好莱坞多部系列电影,比如«阿凡达２»、«加勒比海盗５»、«复仇者联盟２»、
«星球大战７»、«碟中谍５»、«终结者５»、«功夫熊猫３»以及«海底总动员２»等等.这些电影系

列之间并没有故事的必然接续,但始终围绕着一个“故事核”或者说是故事模式,创造新的故

事内容.“我建立起了故事世界,拥有了自己的故事系列,它们当中有的可以在视频游戏空

间中展开,有的可以在电影、电视、文学空间展开,这样你就能获得真正的跨媒体叙事.”②知

识社群会根据故事的系列展开,找到其中埋设的伏笔,揭秘人物之间的关系,找寻故事叙事

的内在逻辑.电影本身并不讲述这些,是观众根据自己的观看体验和兴趣的自觉深入探索

和交流.
因此,跨媒介叙事的逻辑结构的始点:对故事的倚重.
没有一个优质的“故事核”,很难吸引粉丝社群的热衷,生产出电影空白处的意义,在探

讨意义过程中获得发现的满足.此外,优质的“故事核”使跨媒介叙事展开得以可能,从一个

①

②

[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

版,第１８９页.
[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

版,１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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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核”可以依据不同的媒体创生出符合媒体各自特征的新的故事内容和形式,用来弥补

不同媒介在叙事方面的不足,或者说一个媒介为另一个媒介提供了新的故事生长力.相对

于西方比较成熟的跨媒介叙事的生产机制,中国电影或者其他媒介形态在叙事方面表现得

较为孱弱.

(二)逻辑演绎的动力:粉丝的“智慧”

粉丝是“fans”的中文直译.粉丝和中文“拥趸”这个词义比较相近,是基于深度喜欢和

认同迷恋或者追逐某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可以是人、物或者其他.粉丝对于电影艺术的跨媒

介叙事是具有生产性的,也是跨媒介叙事成为可能的动力因素.分析比较电影«小时代»和
«后会无期»两部电影,导演、演员、片尾曲的歌手等,他们的粉丝量成为重要的参考指数,一
方面,粉丝会在作品的评价、分析、推介和观影热度方面对电影构成影响;另一方面,这也决

定了两部电影的最终经济收益,就像詹金斯指出的,理想的跨媒体叙事最终指向的是推动更

多的消费.目前对“粉丝电影”的分析仍旧将粉丝视为一群追逐偶像的、同质化的、非理性群

体,基于这样的刻板印象,有些电影投其所好,在演员和导演的选择上是比较看中他们的粉

丝量的,实际上,很多“粉丝电影”并没有据此获得预想的收益,原因就在于电影的制片方没

有对粉丝群体做相应的细分,以演员本身的号召力来吸引粉丝,并不利于电影艺术跨媒介叙

事得以实现.粉丝并非没有判断力和鉴别力,这是一个异质化的群体,甚至组成了一个知识

社群,这对跨媒介叙事来讲是一种生产的动力.或者,可以把粉丝分为几类:
围观型粉丝.导演或者演员的号召力通常以其粉丝的数量作为指标,比较能够确认粉

丝数量数据的一般方法是以微博为考察指标(不排除僵尸粉).基于偶像崇拜这样的一个事

实,这种类型的粉丝极易受偶像行为的影响,表现为某种非理性的狂热,偶像的行为使粉丝

迅速集结和反应,数量庞大的粉丝在网上进行围观,隐含着基于群体的关注而产生双向力

量———压力和动力.这种类型的粉丝,属于“初级粉”.
行动派粉丝:参与和互动.魁地奇是«哈利波特»中魔法巫师之间参加的球类运动,巫

师们骑着飞天扫帚,使用专门的魁地奇球进行比赛,现在世界各地很多«哈利波特»粉丝,
参加各种类型魁地奇比赛,并开展各种以«哈利波特»为主题的COSPLAY,尤其在青少年

人群中非常风靡,这是电影爱好者用自己的方式构筑与作品的关系.热衷互动,在现实生活

中通过“粉”电影中的相关的内容,可以从虚拟社区走向现实族群.这种类型的粉丝属于“中
级粉”.

智慧型粉丝:智慧型粉丝构成一个知识社群,所谓知识社群是指“围绕共同的智力兴趣

形成的;其成员一起努力工作提炼新知识,通常这些新知识出现在没有传统的知识技能存在

的领域;对知识的追求与评价既是共享的又是对抗性的”①.智慧型粉丝属于知识生产型粉

丝,体现出粉丝的“集体智慧”.他们的兴趣在于通过破译、挖掘、发现、补漏、推理等,甚至可

以重塑对于一部电影新的理解,创生出一部电影预设之外的诸多内容.这种类型的粉丝属

于“高级粉”.
后两种类型的粉丝,对于电影艺术的跨媒介叙事是重要的,他们的集结是依靠“故事”本

① [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

版,第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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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魅力,他们因“故事”而聚集,也会将“故事”的阐释更加地开放、深入和精细.“在众多的

粉丝网站和网上讨论组里,粉丝们收集信息、追踪提及的线索、描绘出指令链、构建起时间

线、汇集参考依据、抄录对白、通过他们自己的粉丝同人小说来延伸故事以及拼命推测情节

的意义”①.好的故事就成为一种“文化吸引器”,它把不同的社群召集到一起,启动和促进

他们的解读、推断和详细阐述,并使这些社群之间产生共同点:他们热衷于挑战足够深度的

作品,以证明这种大规模的努力是有充分理由的.莱维认为,这种“智慧型粉丝”也可以分为

三种类型:一类是积极投入的实时观众,对每一个情节他们都必须找到悬念,获得满意;一类

是更爱思考的长期受众,他们寻找的是作为整体的内在故事模式;还有一类是随机漫游的观

众,他们从追寻故事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以及寻找相同素材的多种安排形式中获得乐趣.
跨媒介叙事逻辑演绎的动力来自于粉丝.受众,尤其是“迷众”,对于电影艺术和其他媒

介形态之间的跨媒介叙事是必要的而且现实的.粉丝通过生生不息的智慧和热情,使故事

具有超越原初的意义和内容,并且在不同媒介上呈现出的故事都因为粉丝的存在而富有生

命力,因为粉丝最熟悉“故事核”,使故事能够跨越不同媒介获得持久的生命之能.

(三)逻辑演绎的节点:媒体自性的实现

媒介融合并不是一种媒介代替另一种媒介,跨媒介叙事是在不同媒介形态中完成的,需
要不同媒介用最具“自我”的方式完成同一个叙事.因此,跨媒介叙事中涉及的“媒介融合”
并不是媒介本身的融合,是依赖“事件”和“故事”本身完成一个融合,而不是消解某种媒介,
使之成为同一种方式.麦克卢汉认为,一种新媒介的产生并不是代替了旧媒介,而是产生了

新的尺度.若一种新媒介的产生就代替了另一种旧媒介,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新媒介的产

生而丰富,反而变得单一.新媒体时代的衍生的媒介融合事实,就在于不同媒介对于同一个

“故事”或者“事件”都做出了基于自身媒介个性和特点的传播,受众因此获得对于一个“故
事”或者“事件”的多维的立体的感受、认知、体验、解读、分析.因此,跨媒介叙事的逻辑的又

一个问题,就是不同媒介对于“故事”再现必须要做到黑格尔说的“这一个”,呈现各自的典型

特征,同时这些故事又有着不可割断的关联,也就是“一条筋”,这“一条筋”就是“故事”的内

核,这是跨媒介叙事关联起来的纽带.
电影、电视、网络游戏、文学作品以及娱乐体验项目等,对于同一个故事的表现方式是不

一样的.比如,电影的观众参与度高,电视的观众参与度低.所谓的参与度高,是因为电影

留有更多的空白,需要观众用自身的想象来构筑一个完整的故事,电影叙事是假定观众能填

补叙事的空白和中断.所谓参与度低,是因为电视剧通常以长叙事的方式,缓慢且充实完成

了故事的表现,并不为观众留有太多的空白,有些电视剧,中断了几集之后,并不影响观看的

连续性.网络游戏强调角色意识,游戏者在虚拟世界中成为叙事中的某个角色,体验着叙事

中角色的情感、想象、判断等内容,因此游戏者会更清楚在特定语境下角色做出的选择和判

断等.娱乐体验项目,是将虚拟世界中的布景现实化,体验者会将虚构的故事实体化,“故
事”世界以图像化、文字化、实体化融合方式整体性地表达出来,为受众和粉丝提供新的情感

体验、知识生产和创新乐趣.“无论是通过屏幕,还是通过纸媒,由原文本发端的多重文本在

① [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

版,第２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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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内容上都发挥了各自媒介属性的优长,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展,越来越丰富的宏大跨媒介

体系.”①

跨媒介叙事逻辑链条上的关节点就是:媒体自性的充分实现.
“故事核”在每一种媒介的实现方式是不一样的,以各自媒介最好的方式实现叙事,这就

需要充分发掘“故事核”中的显现和潜在的内容,以最符合媒介自性的方式呈现.

(四)逻辑链条的回环:审美发掘

跨媒介叙事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故事”的解读方式,产生了全新的审美经验.詹金斯认

为,“跨媒体叙事是指随着媒体融合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审美意境———它向消费者施加新的

要求,并且依赖于在知识社区的积极参与.跨媒体叙事是一种创造世界的艺术.”②个体在

观影、读书、看电视、玩游戏以及娱乐体验项目中基于一个“故事”产生多重的、立体的、多角

度的审美感受、理解和想象.一个故事经由不同的媒介方式传播,创作者会依据媒介的自性

去选择用何种方式来叙事,一个“故事核”会因此创生出不同演绎形态.以«红楼梦»为例,有
电影版、电视版、戏曲版、话剧版、网游版以及实景版大观园等,观众、读者、玩家以及游客,通
过跨媒介的叙事形态产生了对«红楼梦»的全新感受、体验,也会根据«红楼梦»原著去对照人

物的关系、场景的设计、意境的营造等内容,从而丰富和刷新粉丝们的经验.
审美发掘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故事核”是具有丰富意涵的.安伯托艾柯认为,作品

是一个“高度完备的世界,这样它的粉丝就能像是在私人小圈子里一样随意引用人物和场

景”.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就具备百科全书式的故事内容,提供粉丝们钻研、掌握、实践,
并构筑想象的素材资源,在这个过程中,粉丝的智慧得到挑战,他们也在索隐和探秘各种关

系中体会发现和追寻的快感,这是一种生产性的阅读和观看.金庸的作品也具备这样的特

征,比如网上有关于«倚天屠龙记»中“黄衫女”的各种解读,并将之与«射雕英雄传»和«神雕

侠侣»关联起来,勾勒人物谱系,发掘人物之间的关联,并为此充填情节等,体现出具备审美

潜力的作品的特征.“叙事日益成为一种构筑世界的艺术,艺术家们创造出引人入胜的故事

环境,其中包括的内容不可能被彻底发掘出来,或者不可能在一部作品甚至一种单一媒介中

被研究穷尽.故事世界比电影所展示的要宏大,甚至比整个特许产品系列都要宏大———因

为粉丝们的思索和阐释也会多维度地拓展故事世界.”③

斯图亚特霍尔曾经指出对信息接受的三个不同范式,即支配式、协商式和抵抗式.如

果把这样的一个范式移用到对跨媒介叙事的接受上,人们对电影的接受可能就存在着支配

式的接受,支配式的接受以娱乐为主.以娱乐为主的观看体验,更愿意选择轻松的、愉快的、
欢乐的甚至是惊悚的和恐怖的,更偏向于感官的体验.娱乐性决定了一个人对电影类型的

选择.协商式的立场通常是审美立场比较宽容的,能够选择欣赏和观看不同于自己旨趣的,
以此来认识和评论另一种审美趣味.对抗式的立场实际上是一种批判的观看,这种接受者

①

②

③

李炜:«从游戏到动漫影视及其他:跨媒介文化现象论析»,«中国电视»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

版,第５３页.
[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

版,第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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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接受最初就已经站在了完全相反的立场或采取高高在上的态度,并不会接受这样

的审美旨趣,而且时刻做好了批判的准备.
因此,审美发掘成为跨媒介叙事的逻辑链条上的回环,这个回环与始点的“故事”连接,

将整个跨媒介叙事逻辑贯通.审美需要属于人类的本质需要,这一需要成为叙事的创生、演
绎、拓展、补充的内在动力,叙事的审美发掘中人的审美需要得到实现.但是不能忽略的一

个内容是跨媒介叙事的经济驱动力,跨媒介叙事促使一个“故事核”有了更多的消费者,无论

是观影、看电视、玩游戏、读书还是体验娱乐项目,都涉及了和消费相关的内容,本文暂不叙

述.

三、电影艺术批评新的转型

２０１４年暑假,«小时代»和«后会无期»两部电影经常被拿来比较分析,它们之间因为存

在着许多的共性而产生了话题效果.有意思的是,分析这两部电影的时候,传统的从艺术和

审美的角度对电影的批评方式似乎显得过于单一和乏力,而学院派的声音在这样一个复杂

的批评网络生态中并不构成“显声”.批评已经不仅是内部批评或者外部批评,或者形式批

评和内容批评这样一个二分的立场,来自于跨媒介的多重因素构成了对电影阐释的重要信

息.对于电影的批评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跨媒介现实,超越了自律和他律的两分批评标准,进
入到一个“多律”的分析体系中,习惯于传统批评武器的人似乎还有些不习惯,经济的、文化

的、艺术的、审美的、社会的、媒介的多重因素会被同时加以考量.蒋原伦先生认为,需要一

类新的阐释型的批评家,新型的批评家比经验型的鉴赏家更适合应付当代艺术.“这类批评

家需谙熟多种阐释话语,通晓各种意识形态理论和分析技巧,他们可以在任何一件当代艺术

作品中发现艺术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政治学、经济学、媒介学的相关话

题.媒介手段的多样性决定了阐释的多样性和批评话语的多样性.”①比如分析电影«小时

代»和«后会无期»时,诸如院线拍片情况、宣传团队、网站评分、电影阵容、票房走势、电影官

方微博粉丝、导演粉丝、主题歌粉丝等内容,都成为批评的重要信息来源.这些细部的、与电

影美学无关的一些内容,成为人们去认识、了解和批评一部电影的重要因素,历史的、美学

的、形式主义的批评标准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跨媒介叙事使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草
根性和精英性变得模糊,因为电影的粉丝已经成为一个“知识社群”,拥有着强大的集体智

慧.批评者需要基于传统的、历史的、美学的以及形式主义的批评范式,同时能超越这一范

式,才能在这样的批评生态中显现出意义.
电影艺术批评的转型第一个特征就是媒介化.其意指电影的批评已经超越了学院派和

精英式批评,而是成为一个媒介热点,这个热点经过媒介的发酵、过滤、挤压,进而呈现出来.
批评成为一次媒体事件,粉丝自主批评、营销式评论以及专业批评构成热闹的媒介批评生

态.各种褒贬不一的声音可能是预设的,也可能是发酵的.营销式批评,作为电影批评之一

种,在某种意义上不具有独立性.具有独立性的学院派的批评话语系统难以在大众媒介实

现与观众的沟通,退守到专业学术期刊,因此,学院派批评无法影响大众,也很难影响创作实

① 蒋原伦:«观念的艺术与技术的艺术»,新星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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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对票房也几乎无影响.与学院派和精英话语在批评领域“地盘”的丧失不同,一些电影社

区上的电影评论甚至是“一句话”短评可以成为观众选择观看一部电影的依据,或者成为观

众理解电影的某种指导,代替学院派“实现着对观众品味的管理”.刘勰讲“观千剑而后识

器,操千曲而后晓声”,大量的观影实践,使“迷影”群体能够分享甚至抢占了学院派批评的

“地盘”,而观众也乐意于阅读和分享这些“迷影”群体对电影的批评,这种批评符合大多数观

众的话语表达,没有晦涩的理论和拗口的句式,对电影的解读也颇有趣味.不少“迷影”群体

的文章被转载和引用,成为电影“媒介化”事件中的一个“发酵点”,豆瓣评分也成为影响电影

票房和口碑的重要因素.
第二个特征就是跨界性.其意指电影的批评已经将美学的和艺术的批评与文化的、政

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等批评立场重叠起来.相对于美学和艺术的批评的小众化,电影的外

围批评得到更多的关注,比如前面提到的电影的票房、电影的粉丝、电影的发行以及网站评

分等,这里涉及电影的经济、运营和销售等内容.电影的科技性、商业性和审美性,三位一

体,因此,关于的电影的批评,不是分属那个领域的,而是涉及学科交叉的范围,不同的领域

的研究者进行跨学科和跨媒介的研究和批评,围绕电影艺术展开的内容,相对丰富.电影理

论批评、电影文化批评、电影美学批评、电影的技术批评等,呈现出共生的环境.电影的内部

批评与外部批评,职业批评与粉丝批评,电影的艺术批评与市场运作和营销研究,都成为围

绕电影艺术的新的知识生产场域.
第三个特征是开放性.其意指电影的批评已经超越文本本身.现在的批评对象是一个

“文本圈”,围绕着文本有一个圈子,必须把圈子因素加以考察,才能形成对文本的合理化阐

释.美学的艺术的形式化批评,还集中在文本本身,没有“文本圈”的概念.基于新媒介建立

的文化语境本身就是开放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吴冠平先生在«微时代的电影评论»演讲中,
谈到了微时代电影评论的三种状态,“无序、无用和无聊”.这种状态的出现,与新媒介的现

实有关,也和电影批评主体发生变化有关.新媒介使人人都成了“麦克风”,批评领域已经很

难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把关人”,批评家主导批评走向的能力已经不再,电影的票房和口碑

在矛盾的状态中胶着.电影已经不再是一个批评的一个“着力点”,而是围绕这个电影构成

了一个“文本圈”.蒋原伦先生提到阐释型的批评家,能够谙熟于多个领域的知识和话语表

达,这的确是一种需要,不过百科全书式的批评者却是稀有的.
电影艺术的生产进入了跨媒介叙事的时代,跨媒介叙事的逻辑呈现出电影尤其需要观

照四个方面的内容———故事、粉丝、媒体自性以及审美发掘,还有不能忽略的经济行为.围

绕这些内容,电影艺术的批评的媒介化、跨界性以及开放性使传统批评者应该有新的应对策

略,粉丝批评和职业批评之间构成一种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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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CrossＧMediaNarrativeLogicofFilmArtintheAge
ofNewMediaandItsCriticalTransformation

WangXin
(Schoo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Liaoning１１０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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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elementsofcrossmedianarrativeoffilmart,thispaperfindstheintrinsiclogicand
thewaytorealizethecritical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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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趋势的网络游戏

单　鹏　李　智

(大连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艺术系,辽宁　大连１１６０３３)

　　摘要:网络游戏,为玩家构建了新的生存环境,这是一个与肉体分离的家园、与场所相分

离的空间,是化身的栖息地,虚拟自我畅游于赛博空间之中,呈现在电脑屏幕之上.强调人

与人的互动,多人通过网络,进行游戏、社交,打破了程序的固定生成模式,玩家成为媒介的

内容,不断的游戏过程中,进行着内容的生成.媒介交互的多样性大大加强了互动的效果,
提供给玩家更大限度地、多样地、弹性地与游戏内容深度交互的方式.本文通过引证媒介环

境学派保罗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观点,对网络游戏的操控设备的人性化、实时多人游戏

互动、虚拟真实的游戏体验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探究网络游戏营造的屏幕画面,为玩家带来

视听感官体验.在此基础上,媒介将继续向前发展,在精确复制之后,向着后现实的虚拟拟

像进一步发展.赛博空间的虚拟世界,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部分,游戏世界中难以分辨虚拟

与真实.
关键词:网络游戏;人性化趋势;媒介环境学

一、网络游戏的现状

(一)游戏传播渠道的转变

游戏产品的传播渠道由早前通过光盘、卡带进行储存、销售的方式,逐渐过渡到通过

Appstore,游戏网站,网络商店里进行下载、付费的方式.“目前,国内移动网络游戏领域能

为开发商提供用户的渠道数量共计超过四百家,能上架游戏的渠道数量也超过一百家,在类

型上可大致分为四种:一、应用商城,包括腾讯和３６０等平台;二、终端渠道,即硬件终端设备

预装的应用商店,例如苹果的 AppStore等;三、运营商渠道,即内容基地,如中国移动游戏

大厅等.四、流量聚合体,包括大流量的app、智能手机移动广告联盟等.”①

(二)游戏走向碎片化趋势

波斯曼曾担心儿童生活在电视媒介之中,娱乐至死.媒介使用的改变,或许是阅读人口

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对于民众读书的习惯,真的会“奔流到海不复回”.网络时代的

① 中国版协游戏工委:«中国游戏产业报告»,北京,２０１３年,第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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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来,或许加剧了这样的情况.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２０１３年中国网络

游戏用户增长明显放缓.网民使用率从２０１２年的５９５％降至５４７％.网络游戏用户规模

为３３８亿,网络游戏用户规模增长仅为２３４万.与整体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趋势不同,手机

端网络游戏用户增长迅速.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我国手机网络游戏用户数为２１５亿,较

２０１２年底增长了７５９４万,年增长率达到５４５％.整体行业用户的增长乏力以及手机端游

戏的高速增长,意味着游戏行业内用户从电脑端向手机端转换加大,手机网络游戏对于PC
端网络游戏的冲击开始显现(图１).①

图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结构

艾瑞咨询集团２０１４年１月报告:“２０１３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８９１６亿.中国

网络游戏市场正在逐步形成三驾马车的发展趋势,由客户端游戏牵头,网页游戏和移动游戏

跟随其后,随着移动游戏质量品质的不断提高,移动游戏市场的成长即将进入快速上升

通道.未来,浏览器端和移动端的细分市场份额占比将逐年扩大.”②

近几年,“移动网络游戏市场差异化竞争,移动智能终端具备便携性、触摸操控、重力感

应等多项特点,在体验方面实现了PC平台网络游戏差异化竞争的优势.一,移动网络游戏

产品方便随时随地登陆,用户使用频率高、充分迎合碎片化的时间需求.二,移动网络游戏

触控式的操作模式操作直接、轻松上手,重力感应、GPS定位、摄像头、麦克风等功能为游戏

创新体验提供了硬件基础.”③

通过关于网络游戏分析报告,可以看出,客户端游戏增长缓慢,移动端游戏增长迅猛.
这样的趋势体现了游戏玩家媒介使用习惯的变化.如同博客的衰落,微博的崛起.客户端

游戏,要求玩家需要使用电脑进行游戏.而电脑的便携性、网络连接性都受到了限制.而移

①

②

③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３３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２００４年,第３５~３６页.
艾瑞咨询集团:«２０１４年中国网络游戏行业报告»,２０１４年,第４页.
中国版协游戏工委:«中国游戏产业报告»,２０１３年,第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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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端游戏,由于智能手机的占有率较高,玩家可以利用碎片化的闲暇时间进行游戏,易于携

带、联网方便,更有利于玩家随时随地使用.

二、人性化趋势的网络游戏

(一)网络游戏的互动社交

从单机游戏到网络游戏,从抽象的图形到逼真的画面,人性化媒介的特征日益突出.单

机游戏是人机的对话、封闭的程序设置、固定的情境展现,成为模式化的单一结构.“因特网

是一切媒介的媒介.”①网络游戏为玩家构建了新的生存环境,这是一个与肉体分离的家园、
与场所相分离的空间,是化身的栖息地,虚拟自我畅游于赛博空间之中,呈现在电脑屏幕之

上.强调人与人的互动,多人通过网络进行游戏、社交,打破了程序的固定生成模式,玩家成

为媒介的内容,不断的游戏过程中,进行着内容的生成.网络游戏是玩家生成内容,如同打

电话一样,生成的信息及时地传递,交互,再生成.听广播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开车,看电

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打瞌睡,一心二用,仍然不影响我们对信息的接受.他们都是单向式

的传播媒介,对受众的参与度要求较低.而开车的时候,我们不能闭上眼睛,因为开车需要

我们更多的参与.网络游戏需要玩家更多的注意力的投入.在早期 MUD 游戏中,玩家的

感知方式以视觉文字为主,并没有更多的人机交互的图形界面,只是充分利用文字想象力进

行游戏互动.媒介交互的多样性大大加强了互动的效果,提供给玩家更大限度地、多样地、
弹性地与游戏内容深度交互的方式.

在莱文森看来,媒介的发展呈现为旧媒介不断的补充、修正,使其成为新媒介的趋势,修
正的过程,正是转向人的使用性.莱文森的媒介进化理论源自其１９７９年的博士论文«人类

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中首次提出,在其后的２０余年,在理论与实践领域并行的莱文森

将其深入发展,以此为核心观点,奠定了其北美环境学派的学术地位.其理论受到达尔文的

进化论、康德、波普尔哲学、麦克卢汉与波斯曼的媒介理论的影响,从生物、技术、认识、思想、
媒介发展的视角切入考察,进行逻辑论证.

“适者生存”是其核心概念.在用媒介进化的理论来解释不同传播方式的媒介的发展轨

迹的过程中,莱文森认为,“媒介倾向于复制前技术的世界”.人类已经习惯于前技术世界中

的传播模式,因此,与其模式相一致的媒介将存活、兴旺发达,即媒介进化的普遍原理:“一种

媒介的存活系数,与前技术的人类交流环境的接近程度有直接的关系”②.他将无声片、广
播、有声片、电视进行对比,认为其发展的趋势正是媒介满足了人类的“小生境”.

同时,需要加上一个重要的相关系数:“媒介复制前技术环境的精确度对其存活更加重

要,尽管它复制的范围很窄;相反,它复制前技术世界的范围却不那么重要.”③在媒介发展

的过程中,人们对媒介的复制真实世界的相似性、精确性越加重要,相比之下,对应的范围的

①

②

③

[美]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８页.
[美]莱文森:«莱文森精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４页.
[美]莱文森:«莱文森精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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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性在下降.媒介复制的精确性大于复制的范围的结论,是考察新媒介后得到的,这是前

提条件,在此基础上,媒介将继续向前发展,在精确复制之后,向着后现实的虚拟拟像进一步

发展.
莱文森认为:“媒介若要存活,它不仅要和前技术传播模式相近,而且它得到的相似性必

须是一种‘净利’,在以前的媒介或同期的媒介基础上,它赢得了‘净利’.”①实际上,这种“净
利”也是媒介的人性化趋势的观念的体现,既要超越前媒介,又需要符合人的传播习惯.媒

介发展变化的这个过程,是伴随着科技发展而不断地进行调整与适应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人性化趋势媒介的进化趋势是再现真实世界的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这样的再现又试图

(甚至增加)原始媒介在时空方面完成的延伸”②,通过科学技术的方式,弥补生物学传播的

局限.早期笨重又单调的电脑,需要指令、代码才可以完成计算任务,只是专业科研人员的

仪器、工具,无法进入民用领域,不是大众的传播媒介.伴随着科技的进步、观念的革新,电
脑越来越人性化,符合人的习惯,向着智能的电脑在迈进.用户看到的,不是二进制的代码,
而是生动形象的画面;不仅摆脱了枯燥、单调的黑白屏幕指令,而且摆脱了键盘、鼠标的间接

操作,通过指尖触摸屏幕,就可以直观性的操作;同时电脑尺寸也越来越小,更加便于携带.
这个过程中,媒介不仅延伸了传播的时空性,同时,也在通过生物学的研究,使媒介更加符合

生物学的传播方式.波斯特在其研究中这样写道:“在诸如电脑这样的表征性机器中,界面

问题尤为突出,因为人/机分野的每一边如今都开始具有其自身的现实存在;监视器屏幕的

这一边是牛顿式的物理空间,而那一边则是赛博空间(cyberspace又译网络空间).高品质

的界面容许人们毫无痕迹地穿梭于两个世界,因此有助于促成这两个世界间差异的消失,同
时也改变了这两个世界的联系类型.界面是人类与机器之间进行协商的敏感边界区域,同
时也是一套新兴的人/机新关系的枢纽.”③

(二)人机交互的感官性

标准键盘是电脑早期输入设备之一,成为人机界面的必要设备.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由“打
印机之父”肖尔斯发明,其目的在于使打字机以任何速度使用时,连接字母键的金属杆都不

会发生挤塞.这种减缓打字速度的技术被当作“科学的设计”而保留下来,标准键盘上的字

母排列与经常出现在一起的字母串以及单个字母出现的频率毫无关联,使得标准键盘上的

字母十分难记.标准键盘已于１９０５年获得国际标准的认可.为了有效地使用计算机,用户

不得不学习.不断地进行打字这样的“条件反射性”操作,用户开始慢慢地习惯这样的输入

方式,并成为直觉层面的个人技巧.④ 随着媒介的进化,数字科技的发展,传播进入了图像

时代的传播.全球信息的瞬间同步传播,使得图像有效地克服了地域的文字界限,图像比语

言更加有效.进入电脑系统,无论是哪个语种的操作界面,都有着用户熟悉的图标,窗口、文
档、回收站,这些图标的直观性、隐喻性,配合文字命令的提示,鼠标直观地在屏幕上划过,使
得用户很快地记住,并熟练地操作系统.

①

②

③

④

[美]莱文森:«莱文森精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７页.
[美]莱文森:«莱文森精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７页.
[美]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５页.
[新西兰]肖恩库比特:«数字美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５~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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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突破了物理空间中生物学传播的限制,同时又在不断地回归前媒介的生物学传播,
这套新兴的人机关系的互动性、连接性,需要输入与输出设备提供相应的支持,形成了人机

交互功能的“友善性、人性化”.CMU 人机交互研究所主任 DanR．Olsen教授认为,“HCI
是未来的计算机科学.我们已经花费了至少５０年的时间来学习如何制造计算机以及如何

编写计算机程序.下一个新领域自然是让计算机服务并适应于人类的需要,而不是强迫人

类去适应计算机.”①从媒介需要人适应转向媒介适应人,这需要跨学科知识与技术的合作,
如心理学、语言学、感知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等.人机交互是一种人的虚拟化,数字的生

物学传播的延伸,从视觉向多感官模式发展.“多通道输入(声音、视觉识别、手势)及输出将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 MERL(Mitsubishi电子研究实验室),研究人员已使用低成本的视

觉系统通过手势来控制一台电视机,通过身体的移动来控制游戏,并能识别人脸的方向.”②

莱文森认为:单独工作的媒介无法完成复制现实的任务,多种媒介协同工作、属性互补

可以更加贴近前技术模式.③ 单独媒介属性在技术上的长足发展,使之成为具有相应传播

优势的媒介,媒介深入性、专业化、差异化的发展,成为媒介融合的基础与前提条件,融合是

进行优势的互补,为传播创造了更好的开放性、交流性平台.“这些合成的媒介复制真实世

界的能力日益增加,最后成为统一、多面的系统”.④ MsＧdos的命令操作,让一个简单的命

令,变得漫长而复杂.输错一个字符,就无法完成操作.根据托夫勒的观点,“随着信息化社

会的逐渐形成,不仅文化本身越来越‘转瞬即逝’,人们对转瞬即逝的文化也越来越适应,越
来越走向感性,喜欢变化与跃动,反而无法适应缺少变化的事物和沉闷的生活.理性表现为

深沉,延伸生活的张力,感性表现为灵动,丰富生活的节奏,各自成为生活中不可替代的方

面.”⑤命令节目的可视化,方便用户直观地完成操作,不需要学习打字输入法,只需要键盘

方向键的操控与鼠标的滑动与点击.哪怕一个命令也不认识,也可以直观地根据日常生活

的经验完成简单的操控.摆脱了文字命令的逻辑束缚,更容易进入当下的直接反应.双手

滑动于键盘之上,成为人的肢体延伸.多媒体、全媒体的数字传播的技术,大大地将此前的

媒介特性进行有效的保留并融合.
莱文森的“适者生存”将自然科学中生物学的进化论引入到社会科学中,尽管是３０多年

前提出的媒介观点,在新媒体时代仍颇具启发性.在电子媒介环境下生长的年轻一代,与印

刷文化下塑造的老一代相比,无论是感官模式还是媒介使用习惯都有着巨大的差别.为其

年轻一代设计生产的文化传播产品,只有用适合年轻人使用习惯的媒介,方能传播、发展.
媒介自身的发展也受到了人类的影响,同时人类对媒介也产生着影响.赛博空间的虚拟世

界,传播着越来越多的真实的内容,真实与虚拟,已经难以分辨,米老鼠、唐老鸭的角色出现

在梦幻般的迪斯尼乐园中,出现在日常生活的商品中.“初音未来”中的虚拟偶像受到了真

人明星一样的待遇,在真实空间中受到追逐与热捧,在演唱会的现场,为虚拟的偶像进行歌

唱与狂欢.

①

②

③

④

⑤

罗仕鉴等编著:«人机界面设计»,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９０页.
罗仕鉴等编著:«人机界面设计»,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４０页.
[美]莱文森:«莱文森精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８页.
[美]莱文森:«莱文森精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８页.
李艺、刘成新等:«序»,«影视艺术传播与审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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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游戏营造的屏幕画面无论如何逼真、形象,它仍然处于玩家的视听感官之中,与血

肉之躯的全感官体验相区别.在莱文森看来,“在网上浏览现代艺术博物馆或自然历史博物

馆的全部内容(尚待全部上网),和到博物馆去看馆中藏品———虽然有玻璃柜子和栏杆挡着,
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感觉.网上交流那种最令人触电的、最色情的书信,也不可能和血肉

之躯的行云布雨一样,那样地缠绵疯狂.在海风拂面的沙滩上散步,在清新宜人的树林里徜

徉,在摩肩接踵的街道上走路———这样做一做、走一走的感觉,和说一说的感觉,和看一看照

片的感觉,那是不一样的.那种不一样,可真是别若天壤.”①网络游戏带来的虚拟体验,必
然区别于真实世界的感官体验.肉体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之中,网络游戏让玩家无形无象之

身栖息于网络的虚拟之中.正是网络媒介的虚拟性给玩家带来了更丰富的想象空间与心流

体验.照片捕捉住文字中失去的那部分直观形象,电话、唱机和收音机重新捕捉到了语音.
电脑将其整合,补救了单向的传播方式,趋向于更加人性化的方式.网络游戏,需要玩家当

下直接的反应,强调感官体验,神经、大脑被抽离.２００６年１１月,日本任天堂公司出品的第

七代家用游戏主机,在游戏中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控制器使用方法.玩家通过操控控制器完

成一系列动作便可以控制游戏中角色的运动和场景镜头的变化.这种游戏的感官式沉浸体

验来源于完成操纵动作的感受,玩家真实地模拟了日常运动中的运动动势,从而获得如同真

实的运动时所获得的快感.

TheNetworkGameintheHumanＧOrientedTrend

ShanPeng,LiZhi
(DigitalMediaArtofInstituteofArtandDesign,DalianPolytechnicUniversity,

Dalian,Liaoning１１６０３３)

　　Abstract:Onlinegameconstructsanewlivingenvironmentforplayers．Thisisa
physicalseparationofthehome,theplaceofphaseseparationofspace,theembodiment
ofthehabitat．Thevirtualselfswimsinthecyberspaceandispresentedonacomputer
screen．Emphasizingtheinteractionbetweenpeople,manypeoplethroughthenetwork
game,social,brokethefixed modeofgeneratingprogram,playersbecome media
content,constantlyinthecourseofthegame,acontentgeneration．Diversityofmedia
interactiongreatlystrengthenstheinteractioneffecttogiveplayersagreaterlimit,

diversity,elastic depth and gamecontentinteraction．Inthispaper,throughthe
humanizedtrendcitedmediaenvironmentschoolPaulLevinsonspointofview,userＧ
friendly,interactive,realＧtimemultiplayervirtualrealitytothenetworkgamecontrol
deviceofthegameexperienceofthreeaspectsofanalysis,toexplorethenetworkgame
tocreateascreen,toplaythefamilytobringvisualsensoryexperience．Onthebasisof
this,themediawillcontinuetodevelopforward,inprecisionafterthecopy,toward

① [美]莱文森:«莱文森精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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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realityafterasfurtherdevelopment．Thevirtualworldofcyberspacebecomesan
importantpartofhumanlife,virtualandrealdifficulttodistinguishintheworld．

Keywords:onlinegame,anthropotropic,mediaecology

(学术编辑:张艾弓)

单鹏,男,大连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艺术系讲师.
李智,男,大连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艺术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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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王源的文章取向及其文学史意义
∗

师雅惠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王源的文章创作与文学观念,在清前期古文从驳杂到“雅洁”的发展过程中有着独

特的位置.他的文章经世论与“至性者文之本”的看法,以及他悲慨淋漓的史传文章,有着鲜

明的“易代烙印”,呈现出与明末性灵文学不同的厚重特色;他对宋代卑弱文风的不满,对宗

法秦汉、“取法乎上”的呼吁,是“文宗唐宋”的时代风气之外倔强的对抗之音,从中可见文风

交替时期的复杂情状.
关键词:王源;文章经世;文宗秦汉

从诸家纷出,“各行其是,没有正宗”①,到讲究“义法”的桐城派一统天下,清前期古文经

历了一个由驳杂到“雅洁”的发展过程.在参与此一转变过程的诸文家中,大兴人王源

(１６４８—１７１０)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位.王源的文章创作成就,在其生前即已得到承认,方苞

曾言“或庵为近代古文第一手”②,李塨认为近世古文,当推“侯朝宗、王昆绳、毛河右”三人③.
廖燕则认为古文自“叔子先生后,惟王昆绳一人”④.王源的文学观念,如带有豪侠趣味的文

章经世论、对文章情感的“至性”与“忠孝”的强调、对奇正相兼的文风的提倡等,也都具有鲜

明的文风转变时期的特色,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关于王源的文章观念与文章创作,学界

迄今未见专门研究,本文试详述之.

一、文为世用与传豪侠

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五十六岁的王源经由李塨介绍,拜入颜元门下,此时距其卒岁仅

七年.王源此次投师所展现出的魄力与勇气,以及师生相会时“虞夏高歌人未老,无边风雨

∗

①

②

③

④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桐城派早期作家群与清初文坛状况研究”(项目号:１２YJC７５１０６７)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３７页.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八«示及门书»后附方苞评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６９页上.
(清)李塨:«恕谷后集»卷二«阎户部诗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２０３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４页上.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七«廖处士墓志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４７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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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黄昏”①的场景,是清代学术史上颇具传奇意味的一幕.而王源与提倡“实学”、“习行”的
颜李学的投契,有他毕生的经世志趣作为基础.在«与毛河右先生书»中,王源说自己长期以

来“窃恨圣人之道久不明行于后世,又不得其门而入独从事于经济文章,期有用于

世”②,又在«与方灵皋书»中,坦言自己的“夙志”是“欲以忠孝廉节为本,而以经济文章立门

户,上之北面武乡而希其万一,下则与陈同甫并驱而争先”③.这两封信,均写于王源晚年确

立“宗颜李”的学问大旨之后,可以看作是王源对自身学术经历的回顾与总结.以能够出入

战阵、指挥若定的诸葛亮、陈亮为榜样,可知王源从来不甘心做只会咬文嚼字的纯粹文人.
在王源“文章”与“经济”并存的学问格局中,一方面,较之于“经济”,“文章”只是末事:

“豪杰之士,其方寸经营常在天下,务为有用之学,不肯以词章博物分其志.”④对于沉迷虚文

之人,王源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诗至今日,可谓极盛.风气所尚,作者殆遍天下,以至戎马之

夫,荷疆场重任,亦沾沾以吟咏为能事,收召文墨浮浪之士为名高,而经济之学懵然不讲,致
堕功丧名,身死而祸天下,是即直追«三百»如陶杜,奇逸如青莲,亦无足贵.”⑤不讲“经济之

学”的文辞,并无多大价值,甚至有“身死而亡天下”之害.这样的沉痛语气,包含着浓重的

“明末记忆”.王源出生于顺治五年(１６４８),本人虽未经历亡国创痛,但王氏先祖从明成祖时

即为内卫,崇祯时,其父王世德承袭锦衣卫世职,目睹国势日坏,欲上疏言天下之弊而不

果⑥.王源«先府君行实»中记录了父亲关于“天下四大弊”的言论,四弊中首要之弊即“戡乱

保邦,须经济才,科名以虚文取之,所取非所用”⑦.父辈议论,耳濡目染,故王源亦看重士人

的经世才略过于文辞,认为“丈夫事业方大,区区文字何足为短长”⑧.另一方面,王源又承

认“文章”在传承“经济之学”方面的作用.王源所交往的友人,大多喜好实用之学,如“负经

世学”的魏禧、梁份,“抱天人之略”的刘继庄、李塨等,然而这些人的经济才略,均未能得到充

分发挥.因此王源常有这样的感叹:“天生魁伟英异之才,似不为无意,乃往往屈折抑塞,不
使稍吐其胸中之奇,消磨老死于穷巷之中,泯泯然姓名不闻于天下.”⑨“天下魁奇非常杰士,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清)李塨撰、王源订,陈祖武点校:«颜元年谱»,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００页.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八«与毛河右先生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７６页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八«与方灵皋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７１页上~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四«周生诗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１８页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四«周生诗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１８页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八«先府君行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５５页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八«先府君行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５５页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四«周生诗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１８页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三«洪去芜文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１５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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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消磨于患难,穷饿老死者何可胜数.”①正因如此,文章著述“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功

用便尤为重要:“士不得志于时而著之文章以为法,于天下后世胡可少也.”②有一种文字,毕
竟不可废.观«居业堂文集»中所收文集序跋,可知王源所推崇的文字,是“天地日月风雷之

情状,帝王治天下大经大法莫不即”的磅礴充实的文章③,与建立在“阅历深矣”、“所及者广

矣”、“得诸见闻者多矣”之基础上,足以“别是非、阐幽隐、维世运”的学者之文④,此种文章,
有经世抱负、经世学问在内,虽未能直接付诸施行,但与专注于轻愁闲趣的文人之文相比,自
有高下之别.

清初文人多重视文章的社会效用,王源也有“道非文不载,事非文不传”,文章应“使人得

之如药之可以疗病,如麻丝谷粟可以温可以饱,如水沃焦而火可御寒也”的说法⑤.但与正

统儒者的“文以载道”说相比,王源的文章实用论带有更多的“豪侠”意味.这一消息,在王源

自己的文章创作中有明显的传达.
王源的父执辈魏禧曾称赞王源之文“可施于用者十而五”⑥,这种具有强烈实用性的文

字,首推他的论兵文章.王源自言“酷喜谈兵,讲究伯王大略”⑦、“独喜谈兵,考形势”⑧,“生
平为文,论兵者居多”⑨.这一类论兵之文,主要有«兵法要略»这样的理论、战例相结合的综

合性著作,«权论»、«将论»、«战论»这样的单篇兵法理论文章,以及«居业堂文集»卷十、卷十

一所收诸篇兵家人物论.此种经济之学,与当日渐趋平静的时势并不相合,王源即曾言:“古
今有致治之才,有戡乱之才,二者恒不得兼.当承平无事,戡乱之才多无用;而盗贼外侮

非常之变作,又或非致治者所能办.”兵家之学主要是“戡乱”之学,因此王源虽对自身的

“经济”学问颇具信心,但也只能将其付诸纸墨,王源友人曾评价其文说:“昆绳兵法最精,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四«张采舒诗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２１页上.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三«洪去芜文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１５页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三«洪去芜文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１５页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三«梁质人文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１６页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六«复陆紫宸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７页上.
(清)魏禧著,胡守仁、姚品文、王能宪校点:«魏叔子文集»卷八«信芳斋文叙»,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版,

第４１９页.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七«与李中孚先生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６３页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六«与王吏部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５页上.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六«复陆紫宸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７页上.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六«与王吏部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４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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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谈兵文字,辄尔焕发,此真本领所在也.”①这些气象“焕发”的文字,是王源追求文章经世

的成果,虽然对于一个有抱负有才略的人来说,只能在文字场上收获声名,不免令人徒生无

奈之感.
论兵文字之外,王源文集中能表达他的经世理想的,还有关于豪侠人物的传记.如«隐

侠传»,记述了一位姓名、里籍均不为人知的侠客,此位侠客,有“杀王公贵人于崇闬秘室若蚁

子,千百万军中取上将头无难”的胆略技艺,有挺身救人的勇气,与面对官府时的傲然气概,
其所作所为,在正邪之间,但王源并不掩饰自己对其豪迈行为的欣赏,认为此种人有用世之

价值,有为其立传的必要:“天之生斯人也,其谓之何? 奇才不见用,而流于侠,侠而隐,悲矣.
苟不为之传,抑又悲也.传隐侠,志其悲尔.”②又如王源为“燕赵之士之持高节抱经世大略,
负绝学,不愧通儒而名不出乡里者”③王余佑、颜元、李明性所作传记,这几位学者,学术宗趣

各不相同,但在王源笔下,给人印象最深的却是他们共有的“尚武”风神:王余佑少年时与父

兄建义旗讨贼,晚年仍能“须戟张,蹲身一跃丈许,驰马弯弓矢无虚发,观者莫不震栗色

动”④;颜元与大侠李子青“月下饮酣”,比试刀法,“折竹为刀舞,相击数合,中子青腕,子青大

惊”⑤;李明性之“好射”,“目光箕张,审固无虚发”⑥.这些细节,均是王源所要表现的传主

“命世才”的部分,亦均带有“侠”之色彩.“侠”的才略,在纯粹儒者看来,属于“杂霸”一路,对
侠客行为的倾慕和描述,若以王源好友方苞的“义法”来衡量,也是不“雅洁”的“小说语”.王

源承认自己经济之学的“不纯粹”,在«史阁部遗文序»中,王源对史可法缺乏“权变”表示遗

憾,同时坦言“公学术之醇,真有正谊明道守死不移者,如源之谋,未免近于杂伯计功利者之

事.”⑦但从他的论兵之文与豪侠传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这种杂霸之气、这种豪士“焕发”
笔调的肯定与传扬.因此可以说,王源的经世学问与经世文章,是属于“乱世”而非“治世”
的,是“狂者”而非“狷者”的.王源之后,桐城派方苞也讲“君子之为学也,将以成身而备天下

国家之用也”⑧,但由“成身”而“治国平天下”,已是恂恂儒者的修学之法,而非慷慨文士的逸

兴遄飞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六«与王吏部书»后附冯文子评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５页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五«隐侠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版,第４４页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四«李孝悫先生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８页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四«五公山人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４页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四«颜习斋先生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６页上.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四«李孝悫先生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８页上.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二«史阁部遗文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０４页下.
(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七«送钟励暇宁亲宿迁序»,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

１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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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性与忠孝

王源曾多次强调作者内在情感之于文辞的作用,称赞“以真性情为诗,不徒以清词丽句

为工”①、“淋漓凄惋,各随其情之所感”②的作品,但王源所推举的“情”,并非晚明公安派的

“独抒性灵”、竟陵派的“幽情单绪”一类侧重于个人自由表达的轻灵性情,而是严肃的有关家

国的伦理情感,即他所说的“至性”.
王源对文人“至性”的呼吁,同样受到其父辈的影响.王源之父王世德明亡后曾整理自

己供职内廷时的所见所闻,撰成«崇祯实录»一书,并在自序中指出,此书乃有感于当时文人

对崇祯帝的不实议论而作:“从来死国之烈,未有过于烈皇;亡国之痛,未有痛于烈皇者也.
乃一二失身不肖丧心之徒,自知难免天下清议,肆为诽谤举亡国之咎归之君,冀宽己与

同类误国之罪,转相告语,且笔之书而传于世,臣用是切齿腐心,痛烈皇诬蔑故录所见闻

庶流言邪说有以折其诬,而后之修明史者有所考据焉.”③明亡之因,不是本文所要讨论

的对象,但作为曾“日帅旗尉四百,午门守卫,夜宿禁中,凡天子御殿、御门召对,悬金牌侍立

纠仪”④的崇祯近侍,王世德此种对君王的爱护是非常自然的情感,而易代之际某些文人背

叛君父,缺乏志节,也是王世德、王源父子当日所亲见的情形.王源对此类仰仗笔墨、文过饰

非的文人,同样极为不齿:“人才之衰,率由门户,门户之祸,率起文人.有用之才排之惟

恐不力,误国惟恐不至,君父危亡非所恤,社稷丘墟非所计,乃著为文章,盛其羽翼,播之四

方,传之后日,以至国亡君死,身为乱贼而大声疾呼,盛毁其君亲以自明其无罪,又或逃之空

门,支离悠谬以为高,是皆乡里小儿所羞称,而世犹或推而奉之,曰:‘某先生文人也.’见其子

孙,不啻忠臣孝子之后,而其子孙亦腼焉自负,曰:‘我文人之后,是亦文人也.’”⑤此段议论

直指当时某些身历两朝、负有盛名的文人,认为其不仅无才略,而且无公心、无廉耻.在«李
苍存诗集序»中,王源说自己曾与李苍存“典衣试酒”,“醉则笑骂近代诗人为今所宗为百世之

师者,相为谐谑”⑥,此“百世之师”,即当指叛国辱身的诗坛领袖钱谦益之流.鉴于此种“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四«蒋度臣诗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１９页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四«张梓庵诗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２０页上.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八«先府君行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５６页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八«家大人八十征言启»,«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７７页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六«复陆紫宸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６页下、第５７页上.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四«李苍存诗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２３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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窬而为于陵仲子之言以欺人”①的情形大行于世的状况,王源提出“至性者文之本”②的说法,
意欲重建文人与文章之性情.

综合«居业堂文集»中王源关于“至性”的论述,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作为“文之本”的“至性”,其基本内容为“忠孝”.在为任塾所作«遂初堂集序»中,

王源认为:“至性者文之本,无忠孝为之本而以文名,皆妄也.”③此序中写道,任氏当左良玉

叛军占皖时,于叛军中“直前身蔽父,哀泣求代”,终救父出,又“辗转剑槊锋镝,冒万死,履尸

侧身入(舍),血淋漓遍体而后得母,复负以出”,以一介文弱书生而有此舍生忘死之举,“非有

至性,其孰能之”.并指出,建立在此“至性”基础上的任氏文章,能够“每于父子兄弟之间,缠
绵呜咽,感人不能已”,非当日性情虚伪之文可比④.从现有资料可知,任克家清初曾任高

官⑤,并非严格的“忠”于故国者,王源此序,乃就其“孝”而立论.又«屈翁山诗集序»中,王源

认为当日天下诗人众多,却都不明“诗之本与所以诗之故”,而屈大均诗“原本忠孝”,“自写其

性情际遇”,因此能“直驾宋明诸作者上”⑥.此处亦将“忠孝”作为“诗之本”.屈大均为清初

著名遗民,“身遭变乱不幸而秉夷齐之节”⑦,其“性情境遇”中“忠”的成分更重.忠、孝在传

统宗法社会中常为不可分之道德,孝于亲者,往往亦能爱惜身名,在国家大义前不致贪利忘

义.王源所作«保定张氏兄弟合传»中,于京师陷后仍死守保定六日的张氏兄弟,危难之时决

意集结乡兵、以身殉国之重要原因,便是为了不堕家声:“吾家自先将军,食禄至今五十年.
父子兄弟受国厚恩,阖门以死报,分也.”⑧当国破家亡之日,最需要也最缺乏者即是忠臣孝

子,此辈人性情光明刚正,足以挽救国势,维系人心.而忠孝性情,在王源看来,也正为新朝

定鼎之初虚伪不实的文人人格、文章风格所缺乏,是他所欲建立的正大感人、可传不朽的诗

文世界中最基本的情感质素.
第二,“至性”的表达,须有“元气”.在«复陆紫宸书»中,王源对陆楣“文以至性为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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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四«李苍存诗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２３页上.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三«遂初堂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１６页上.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三«遂初堂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１６页上.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三«遂初堂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１６页上.
任克家(１６２１—１７００),名塾,字克家,号改庵,安徽怀宁人.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举于乡,康熙六年

(１６６７)成进士,历任直隶三河县、河南磁州、礼部郎中、山东学政.据戴廷杰考证,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王
源之友戴名世、刘齐等人均曾入任塾幕,王源或通过戴、刘等人与任氏结交.详见戴廷杰:«戴名世年谱»,
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６６~１６７页.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四«屈翁山诗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２２页下.
(清)屈大均:«翁山文钞»卷八«书逸民传后»,«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１９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００页上.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二«保定张氏兄弟合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１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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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为辅.无至性,优人之啼笑;无元气,土木之衣冠”的意见表示赞同:“何其言之实获我心

也”①.此信中又称赞陆楣所做华允承«年谱»:“华凤超先生理学节义,久所仰慕,大作凛然

有生气,真所谓至性为骨者.”②无锡华允承,字汝立,号凤超,天启二年(１６２２)进士,为高攀

龙受业弟子.崇祯间任兵部员外郎,曾上疏言当日“三大可惜、四大可忧”,抨击当日朝廷法

律滋章、舞文凿断之术横行,致使吏治民生只看簿牒而不问实效,以及门户纷争,阁臣结党,
致使矜矫之辈得势、有用之才难为用诸弊.明亡后隐居家乡,顺治五年(１６４８)因不肯薙发,
被执至南京伏法.华氏一生,可谓无愧于“忠孝”二字.为这样一种沉重庄严的生命作传,其
文字自是“凛然”.因此可以认为,王源所说的有“至性”的文章之“元气”、“凛然生气”,所指

向的是一种刚健、慷慨的文字声势与精神.“至性”以“忠孝”为情感内核,而忠孝之情的传达

方式,通常是严肃、郑重的,易代之际的“忠孝”表达,更是饱含着血与泪,甚至要付出生命的

代价.因此“至性”之文,必也是悲慨淋漓,使人读后肃然悚然的,是秋之商调而非春之角声.
较王源稍早的黄宗羲,曾认为有一种文章,出于“孤愤绝人,彷徨痛哭于山巅水澨之际”的作

者笔下,可发为风雷,乃“天地之阳气”③.这一“阳气”概念,与王源之“元气”有相似处,都是

易代之际创痛满怀的文人所偏爱、所希望达致的一种建立在深沉的家国情感之上的、庄重不

轻佻、赤诚不浮滑,而又磅礴有力、动人心目的“警世骇俗”的文风.
作为文人,王源其人其文,均可为其“至性”作注.王源出身于“忠孝”世家,其父王世德

明亡时自杀未成,祝发为僧,后南下隐居江苏宝应,与梁以樟、阎尔梅、魏禧等遗民相往来.④

王世德之妻魏氏,当甲申京师城破之日,率家中妇女十九人投井死⑤.这一悲壮的家世记

忆,直接影响了王源性情的形成:“父师皆以患难九死余生,萍聚他乡,晨夕歌哭,淋漓酣痛.
予兄弟日侍左右,其习于感慨无聊不平,宜也.”⑥王源幼时便不喜“伪道学”而发誓做“忠孝

以事君亲,信义以交朋友,廉耻以励名节”的“真豪杰”⑦,成人后自言“生平无他长,唯一‘实’
可以自许,不敢以一字之虚欺世”⑧.这种强烈的道德感与真诚慷慨的态度,正是王源所呼

吁的“至性”的表现.王源的文章,亦是“孜孜表彰节烈”⑨,«居业堂文集»中收有多篇为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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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六«复陆紫宸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６页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六«复陆紫宸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７页上.
(清)黄宗羲著,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序类«缩斋文集序»,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３３７页.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八«先府君行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５６页上.
(清)魏禧著,胡守仁、姚品文、王能宪校点:«魏叔子文集»卷十七«王氏三恭人传»,中华书局２００３

年版,第８２６~８２８页.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四«北省稿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２１页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七«与李中孚先生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６３页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七«与程偕柳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６６页上.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二十«自书史阁部遗文序后»附陆冠周评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７３页上.



厦大中文学报 JournalofChineseStudies,XiamenUniversity

２０４　　 ２０１５年４月第二辑

殉国者所作的传记,传主涉及大臣、贵戚、太监、侍卫、有功名者、无功名者、家人妇女诸阶层.
在梳理事件背后的政治大局的同时,王源将笔墨着重于对传主生命最后一刻的记录,不厌其

烦地一一描述这些忠臣义民的“死法”:“六缢始死”①、“焚楼死”②、“投井死”③、“叱令举火,拔
剑自刎死”④、“相向自刭”⑤、“从容冠带缢中堂死”⑥、“争踊身投火中死”⑦、“巷战力竭、自刎

死”⑧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惨烈气息,时隔三百年,仍叫人感到无可言说的压抑与沉重.
这种强大的文字感染力,既来自于当日的历史真实,也来自作者在选材、行文上有意为之,历
史人物的“至性”与史家的“至性”相碰撞,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意气勃发的文字.在王源另

外一些关于太平年代人物的记述中,每逢“至性”之场景行为,文字也总是格外生动,如«先兄

汲公处士行略»中,写兄长王洁性至孝,母卒后“支离苫块年余,每夜半风惨惨,斜月照户,抚
棺呜咽滂沱,或梦中号哭而起,庭乌哑哑惊绕,闻者哀之”⑨;«张采舒诗序»中,写自己与“义
侠”张采舒相会,“各倾吐平生所怀,凡十昼夜,哭歌相杂也”;«与程偕柳书»中写自己与友

人同饮苏州书带园,谈论前朝二百年间事,“把酒慨然,既而骤雨,林寒牅昏,淹留久之”.
此种种细节,均可使人油然而兴、勃然而起.道光间人管绳莱评价王源文章是“以世家子弟,
国变家毁,无所发泄,苍凉郁勃之气,一寓之于文”,可谓知言.王源至性充溢、苍凉郁勃的

文字,属于国变家毁、风雨苍黄的时代,其生命内涵,绝非同样标榜“真性情”的、柔和灵巧的

晚明小品文章所可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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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二«新乐侯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版,第１７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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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第１８页上.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二«新乐侯传»、«巩都尉传»、«保定张氏兄弟合传»,«清代诗文集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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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源:«居业堂文集»附管绳莱«王昆绳家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３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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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法乎上”:王源的古文技术论

清初文坛诸家,在古文“文统”的问题上,多数继承了明嘉靖以来归有光、茅坤等人推重

唐宋文章的思路,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说持批评态度.如黄宗羲认为李梦阳“文必秦汉”
之说是“凭陵韩欧”、“窜居正统”①,钱谦益亦抨击“僦、剽、奴”的“近代伪古文”②,褒扬归有光

“文从字顺”③的文章.«清史稿文苑传»所称“国初三家”中,侯方域早年喜爱六朝骈俪之

文,入清后“大毁其向文,求所为韩、柳、苏、曾、王诸公以至于司马迁者,而肆力焉”④;魏禧

“爱苏明允”⑤;汪琬文章,则“得力在欧、王之间”⑥.在这一片宗唐法宋的时代之声中,王源

却呼吁要学习秦汉、“取法乎上”.在«与友人论侯朝宗文书»中,他说:

　　仆最爱朝宗文,有流水行云之致,而深不服其入门必由八家之说.语曰:“取法乎

上,仅得乎中.”吾诚能取法先秦西汉,何患不与八家并驱争先? 若但取法八家,不过寄

八家篱下.而谓含八家卽无门可入,则当日八家为文,更何自入邪?⑦

此种“取法乎上”的观点,并非对“文必秦汉”说的简单重复.首先,王源并不否认从先秦

到唐宋的古文发展历程,只是认为文章境界,有高下之别.在«复陆紫宸书»中王源对“文章

之体”有过描述,认为文章“本于天,见于阴阳律度名物,托始于奇偶,而创于典谟,其后凿险

于«殷盘»、«周诰»,发皇于«诗»、«礼»,练于«春秋»,跌宕于«论»、«孟»,纵横变化于«考工»、
«左氏传»、«公»、«谷»、«庄»、«骚»、«战国策»,韩非诸子,汉以后宕逸雄肆于贾谊、鼌错、司马

迁,约束于班固,而支分派别于唐宋韩、欧诸大家”⑧.可见王源承认韩愈、欧阳修是古文发

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但细读此段议论,又可看出,王源的“古文统绪”范围广阔,不仅包括«左
传»、«史记»这些为唐宋古文家们所推崇的、性质为“奇”的散行文章,还包括“正而葩”的
«诗»、“寓偶于散”的«汉书»这样的性质为“偶”的文章.因此王源的理想文风,也偏于驳杂浩

荡一路:“兵家有奇正之术,正有定,奇无定,而以正为奇,以奇为正,则正亦无定.骏马超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清)黄宗羲著,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序类«明文案序下»,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３８９页.
(清)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卷三十二«郑孔肩文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版,第９３０页.
(清)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十六«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７３０页.
(清)侯方域:«壮悔堂文集»附徐作肃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６２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版,第３２８页上.
(清)魏禧著,胡守仁、姚品文、王能宪校点:«魏叔子文集»附曾灿序,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７页.
(清)魏禧著,胡守仁、姚品文、王能宪校点:«魏叔子文集»卷五«答计甫草书»,中华书局版２００３年

版,第２４８页.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六«与友人论侯朝宗文»,«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４页上~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六«复陆紫宸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７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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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影,山阪溪涧,腾踔如平地,踪迹终未能泯.神龙瞬息变灭,孰寻其踪迹所在乎? 盖文

章不外用意与笔,意高则笔有建瓴之势,笔奇则莫测其意所在,总之有卓绝不磨之识议,而乱

峰横侧,烟云狼藉,斯为善矣.”①这种奇正相兼、如骏马腾踔、神龙隐现、风云变幻的文字,方
是王源所认为的文章“善”境.高古凝练的先秦西汉之文,显然比讲究“文从字顺”与“言之长

短与声之高下”相配合的唐宋文章,更接近此种“意高”、“笔奇”的境界.而在唐宋八家中,韩
愈文章,尚有奇崛之风,宋代欧阳修、曾巩诸家,则走向宛折与浅淡.如此,就不难理解王源

对宋文的批评:“宋文靡弱,能正不能奇,能整不能乱,能肥不能瘦,校唐人已远不逮,何况先

秦西汉.”②

其次,王源认为,取法秦汉文,有其必要性,也并非无路可循.今天看来,明代古文领域

秦汉派的失败与唐宋派的成功,主要原因是唐宋文之法度,比秦汉文更明显、更易掌握:“(文
章)自唐宋而下,所谓抑扬开阖起伏照应之法,晋汉以上,绝无所闻,而韩、柳、欧、苏诸大儒设

之.”③如郭绍虞先生所言,秦汉派讲“法”,主要“于字句求之,于字面求之”,不免“求深而得

浅,反落于剽窃模拟”,唐宋派则可以“于开阖顺逆求之,于经纬错综求之,由有定以进窥无

定,于是可出新意于绳墨之余.”④从开阖顺逆之章法入手,比从字面、字句入手更容易掌握

前代范文的脉络思路,更容易将自我意识“代入”前人格式,写出有“新意”的文章.但长期浸

淫于“开阖顺逆”之法,亦容易被法度所束缚,难以达致“条理清楚”之上的奇正相兼、随心所

欲的文章化境.明归有光及清桐城派文章常被批评“阑入时文气息”,即与他们重视学习八

家、步法不免拘谨有关.因此,王源认为“若但学习八家,不过寄八家篱下”⑤,只有上学秦

汉,才能突破八家藩篱.面对秦汉派的失败记录,王源表示:“朝宗曰:‘先秦之文,如泰华三

峰,直与天接,自非仙灵变化,而如李梦阳者,所谓蹶其趾者也.’夫泰华虽高,固非若天之不

可阶而升.苟得其径,虽巉岩倾仄,逶迤窅窱,磨胸掜石,未始不可以穷幽造极,梦阳何足以

语此.”⑥认为李梦阳之辈的“文必秦汉”,并不是理想的“取法乎上”的路径.那么如何“得其

径”? 王源曾有“文章不外用意与笔”的看法,在与友人讨论时文写作时又曾提出“学古人者,
学其用意也,用笔也,非学其词华与声调也”⑦.只模拟“词华”与“声调”,正是前后七子学秦

汉文而不成的原因.王源拈出“意”与“笔”作为新的学习角度,便是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

上所提出的更为稳妥的见解.虽然从王源«与友人论史书»、«左传评»等讨论古文技法的

文字来看,王源对文章用“意”与用“笔”的说明,更偏重于“运用不测”、“变化生心”的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六«与友人论侯朝宗文»,«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４页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六«与友人论侯朝宗文»,«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４页下.
(明)罗万藻:«此观堂集»卷一«韩临之制艺序»,清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刻本.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３５４页.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六«与友人论侯朝宗文»,«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４页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六«与友人论侯朝宗文»,«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４页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八«与蒋湘帆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６８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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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依照王源的方法,能否学到秦汉文章的精髓,还主要得依仗学习者自身的悟性,但王

源自己的文章创作,曾被廖燕评价为“汪洋无涯,变幻百出,直欲驾唐宋元明而上”①,此种

文风,自非局限于八家章法者所能有,这在某种程度上,已证明了他的“取法乎上”的可行

性.
与“取法乎上”相对应的,是王源对“文随世变”说的质疑.王源«与友人论史书»,对当时

史传作者不讲“古人简而详”手法,一味奉“庸陋”的宋元史行状为圭臬的行为进行了尖锐的

批评:

　　世有言似中庸,实足误天下后世者,莫过文章随世代变迁之说.世风之变,固矣,顾
变之者谁乎? 人尔.变而下,人为之,变而上,人独不可为乎? 世人徒知仰近代鼻

息,不肯卓然取法乎上,原非其才之罪,顾欲归咎世运.假令世运降,不复得古之才,愈
降愈下,则宋元后更千数百年,文字且变为侏离,而六朝不必有范晔,唐宋不必有韩愈欧

阳修矣.②

此信中王源认为,史家组织史料的基本准则如详略、类叙、追叙、互见以及“核实直书”、
“褒贬自见”等,不应随时代的更替而改变,前代史家的优胜处如“兰台遗法”、“范之雅练,陈
之简净,欧阳之拟龙门”等,也不能轻易以“文各有取,不必是古而非今也”而抹煞.“非我不

欲为也,世也”的“文随世变”论,只可作为甘于肤弱者的借口,不当是有为之士的态度.“文
随世变”,本是中国古代从«文心雕龙时序»起即有的一种文学发展观,在明后期反对前后

七子复古主张的新的文学革命中,“文随世变”成为打破“摹古”之弊的重要理论依据③.如

袁宏道认为:“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为贵.”④每个时代都有各自

的特点,不能相替,因此各代文章都有存在的理由.这种对后来者价值的肯定,也体现在明

代唐宋派文人的文字中,如潜心古人著称的归有光,即曾以“文章至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

数千载之上”的议论,讥讽过当日“一二庸妄巨子”⑤.而王源认为宋元史传不及«史记»、«汉
书»,又认为八家文境界不及秦汉,此种“厚古薄今”的观点,自与“文随世变”说格格不入.世

代越后,思想越细密,语辞越繁复,后代之文,不及前代文简洁有力,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而通

俗与高古,繁复与浓缩,哪种是更高的境界,是见仁见智、直到今日也未有定论的问题,非本

文所能讨论清楚.我们感兴趣的,是王源对“文随世变”的质疑,与晚明对“文随世变”的提倡

二者之间的精神联系.王源与晚明提倡“文随世变”最力的李贽、袁宏道等,都是阳明学说的

①

②

③

④

⑤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七«廖处士墓志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４７页上.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六«与友人论史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３页下.
王齐洲:«“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史观的现代意义»,«文艺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６期.
(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叙小修诗»,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

１８８页.
(明)归有光著,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卷二«项思尧文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

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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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者.袁宏道与泰州王学的密切关系,学界已有论述①,而王源亦曾明确表示对阳明的钦

佩.喜王学者多重视个人力量,袁宏道在七子学说风行之时,提倡“文随世变”,基于对个人

性情的肯定:“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今人虽讥讪得,却是废他不

得.”②此种观点,揭起“信手信口”之旗,是魄力极大之举.而王源对“文随世变”说的反感,
对秦汉文的肯定,亦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在«与友人论史书»中,王源认为人既可以“变而

下”,同样可以“变而上”③.在«刘雨峰诗集序»中又进一步说:“人日变于下,乃其变也日趋

于无所底,而君子之学则愈变而愈上君子以其不变者持其变,持之力则矫之,矫之不已,
其变不已,上乎.”④可见王源并不反对“变”本身,他所反对的,只是盲目随时的变.袁宏道

曾说:“法因于弊而成于过”⑤,有大力者,能与时代潮流中窥出弊端加以矫正.袁氏是晚明

文坛的矫枉者,而王源亦可说是清初文坛有大力气的人.二人的观点不同,但都是站在自己

时代之外的清醒者.只是,袁宏道的“矫枉”,后成为一代新风气,而王源对宗法秦汉的提倡,
只影响到李塨等少数人⑥,此后桐城派兴起,清浅雅洁的桐城文章成为一代文坛主流,王源

所希望的奇正相兼、大气磅礴的文章,终未能成气候.

TheStudyofWangYuansLiteraryThoughts

ShiYaＧhui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XiamenUniversity,Xiamen３６１００５,China)

　　Abstract:TheessayexplorestheideasguidingliterarycreationofWangYuan,a
writerintheearly Qing Dynasty．Itdiscussesthat Wang Yuanspracticalidealist

philosophy,hisideaof“Theemotionalfoundationoftheliterarycreationistheloyalty
andfilialpiety”,andhisessaysaboutthehistoricalpersonagesinthelateMingandearly
Qing,bearamarkedbrandofthetimes．Bydescribing WangYuanscriticismofthe
essaysofSongDynastyandtheappealforlearningfromtheessaysofQinandHan,the

particularopinionsintheliterarytendencyoftheday,itintentstorevealoneaspectof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寒鸣:«袁宏道与泰州王学»,«齐鲁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与张幼于»,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

５０２页.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六«与友人论史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３页下.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四«刘雨峰诗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１９页上.
(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十八«雪涛阁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

７１０页.
(清)李塨:«恕谷后集»卷一«送黄宗夏南归为其尊翁六十寿序»后附评语:“此王昆绳先生改本也.

先生初学八大家,昆绳过,会学,言当宗秦汉章法,订此.先生后谓唐宋不如秦汉,秦汉不如六经,于是文法

一宗圣经,题曰«后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２０３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７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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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邦彦词接受史新论

李芸华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在周邦彦词的接受史上,“第一读者”、“第二读者”深刻且具突破性的识见和行动

意义重大.沈义父是周词的“第一读者”,他在词律,词法、词艺等方面的阐释,奠定了周邦彦

在词史上的大宗地位.周济作为“第二读者”,重新对周邦彦及其词作加以审定,并在批评接

受和别集、选本接受上,对周词的接受方向产生影响.
关键词:周邦彦;第一读者;第二读者

周邦彦是北宋著名词人.他精通音律,创制新调,用典浑融,雅擅词艺,共有１８５首词存

世.他的词以格律和本色取胜,在当时及后代都广为流传,影响深远.但周邦彦身前,词名

寂寞,他在词史上的地位主要是在后世凝定的,尤其是作为“第一读者”、“第二读者”评论家

的深刻且具突破性的识见和行动,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在提出和分析周词“第一读

者”、“第二读者”的基础上,对周词接受主流作一番描述,并借此管窥周邦彦词的艺术成就及

词史地位.

一、沈义父发其微

纵观历代词集序言、词话著作、词集选本和书目提要,可以发现后人对清真词的评价是

从南宋开始的,而宋末沈义父评清真词,首次从总体出发对清真词进行审美阐释,为周邦彦

在宋代乃至整个词史上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础,实为周词的“第一读者”.①

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云:“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
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

也.”②短短数语,既对周词作出了奠基性的审美阐释,又开启了后世对周词艺术价值及历史

地位的评判.蔡嵩云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清真最为知音’,则律协矣.‘无一点市井气’,

①

②

关于“第一读者”,陈文忠是这样解释的:“所谓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是指以其独到的见解和精

辟的阐释,为作家作品开创接受史、奠定接受基础,甚至指引接受方向的那位特殊读者;从此,这位‘第一读

者’的理解和阐释,便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重视,并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也就是

说,“第一读者”既要对接受对象的论定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又要对后来接受者的批评、创作具有启示性

和影响力.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６４页.
(宋)张炎、沈义父著,夏承焘校注、蔡嵩云笺释:«词源注»,«乐府指迷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３

年版,第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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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字雅矣.‘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来自唐、宋诸贤诗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则直突狂怪

之病免,而深长之味、柔婉之意备矣.合乎四标准者,宋词中以清真为最.其余或优于此而

绌于彼,所以推清真独为‘冠绝’也.”①

沈义父并不是第一个对周邦彦词作出评判的人,在他之前,王灼、强焕、陈振孙、刘肃等

也论及周词,可惜要么谈音律,要么论字句,并不全面.强焕赞周邦彦词“一觞一咏,句中有

眼,脍炙人口者,又有余声”,“抚写物态,曲尽其妙”②,陈振孙称其“尤长于长短句、自度曲”,
“长调尤善铺叙,富艳惊工,词人之甲乙也”.③ 刘肃则评周词“征词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

用意,言言皆有来历”④.总而言之,他们都在音律技法上打转,看重的是字面功夫.而对于

周词的地位和影响力,王灼在«碧鸡漫志»中首次提及:“贺方回、周美成、晏叔原、僧仲殊各尽

其才力,自成一家.”⑤“自成一家”看似评价很高,实为平常赞语,远非开宗立派之意.
沈义父“第一读者”地位的确定,虽不足以说明后世的周词接受者在多大程度、哪些层面

上受到他的观点的影响,但就评论主流而言,总是一脉相承、不断生发的.通过考察,我们发

现后世的接受者依然沿着沈义父所论及的三个方向来解读和阐释周词的,与此同时,他们也

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一)以“协律”论周词,突出其音律精审的艺术特色

协于音律乃词之本色.作为一种音乐文学,词起初是可以配乐演唱的,到了南宋初年,
文人词逐渐脱离歌唱系统而案头化,“词以协律为先”遂被词坛奉为圭臬.周邦彦对自己的

音乐才能是极为自信的,他曾以“顾曲堂”为自己的书斋命名,并创作了大量新曲,«宋史文

苑传»就称其“好音乐,能自度曲,制乐府长短句,词韵清蔚”⑥.
自沈义父以“最为知音”评周词后,贺裳称其“协律”⑦,先著称其“宫调、语句两皆无憾,

斯为冠绝”⑧,刘熙载称其“律最精审”⑨,四库馆臣则称“邦彦妙解声律,为词家之冠,所制诸

调,不独音之平仄宜遵,即仄字中上去入三音,亦不容相混,所谓分刌节度,深契微茫”.可

见词至邦彦,用律更为精审,四声的分辨也更为严格.不仅如此,周词还被后世当作填词的

范本,正如清人蒋兆兰所言:“宋人作词,未有韵本.然自美成而后,南宋词家通音律者,隐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宋)张炎、沈义父著,夏承焘校注、蔡嵩云笺释:«词源注»,«乐府指迷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３
年版,第４６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４２６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３９页.
(宋)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６１８页.
(宋)周邦彦编:«片玉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页.
(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８３页.
«宋史»卷四百四十五«文苑六»,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３１２６页.
(清)贺裳:«皱水轩词荃»,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７０５页.
(清)先著、程洪:«词洁辑评»卷五,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３２９页.
(清)刘熙载撰:«词曲概»,«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１１０页.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和清真词提要»,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８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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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守之韵.”①早在南宋时,就已出现周词的“圈法”本②.到了清代,周邦彦的词更是作为

格律范本,被大量选入词谱中,最为知名的有万树的«词律»、王奕清的«钦定词谱»,分别选录

周词４３和８４首.此外,词史上有大量追和、次韵周词的例子.据当今学者统计,宋代有１９
人,元代有１人,明代有１６人,清代有５９人,是一支非常可观的创作队伍.③ 凡此种种,都说

明周词具有协律精审的艺术特色.

(二)以“典丽”论周词,突出其风格特色

继沈义父之后,陆辅之以“典丽”④论周词.“典”有典重故实之意,也就是沈义父所说的

“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同时也暗含着对词人广博才力的要求.“丽”即漂亮华美之

意,是从语言和风格两方面来说的,是对“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的进一步

阐释.
历代词评家多肯定清真词法,但对周词的审美风格看法不一.与沈义父几乎同时的张

炎,赞周邦彦“善于融化词句”,“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并称许“美成词只当看他

浑成处,于软媚中有气魄”,以“浑厚和雅”来界定清真词风,但认为其“意趣却不高远”.⑤ 作

品的艺术价值固然是“意趣”的决定因素,但在传统的诗文评中,评论家往往以人品定文品,
在某种程度上,对人品的重视甚至多过文品,而周邦彦在人品上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宋史文苑传»载邦彦“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⑥,有关他的风流韵事层出不穷,时人比

之柳永、曹组辈.又因他曾依附蔡京集团,与刘昺过从甚密,所以后世对其人品颇有微词,直
至清代,刘熙载还称“周旨荡”,“未得为君子之词”,又云“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个

贞字”⑦.
单就词艺来说,王世贞说“美成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能入丽字,不能入雅字”⑧,宋征

璧说“周清真蜿蜒流美,而乏陡健”⑨,而彭孙遹认为“美成词如十三女子,玉艳珠鲜,政未可

以其软媚而少之也”.而贺裳说“谓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则不尽然,但生平景胜处为多

耳”.刘体仁说“周美成不止不能作情语,其体雅正,无旁见侧出之妙”,而王士祯说“夫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清)蒋兆兰:«词说»,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６３６页.
关于“圈法”,清郑文焯说:“玉田«词源»言杨守斋有«圈法美成词»,盖取词中字句融入声谱,一一点

定,如«白石歌曲»之旁谱,特于其拍顿加以墨圈,故云圈法耳.”郑文焯著,孙克强、杨传庆辑校:«大鹤山人

词话»,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８页.
刘尊明,王兆鹏著:«历代词人次韵周邦彦词的定量分析»,«唐宋词的定量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１３页.
(宋)陆辅之:«词旨»卷上,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０１页.
(宋)张炎、沈义父著,夏承焘校注、蔡嵩云笺释:«词源注»,«乐府指迷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３

年版,第１０９页.
«宋史»卷四百四十五«文苑六»,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３１２６页.
(清)刘熙载撰:«词曲概»,«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１０９页.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８９页.
(清)江顺怡:«词学集成»卷五,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２７１页.
(清)彭孙遹:«金粟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７２１页.
(清)贺裳:«皱水轩词荃»,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７０５页.
(清)刘体仁:«七颂堂词绎»,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６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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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韦视晏、李、秦、周,譬赋有«高唐»、«神女»,而后有«长门»、«洛神»”①.尽管论者褒贬不

一,或赞其浑厚,或讥其软媚,或以精工称赏,或以情少抱憾,却都肯定了周词“典丽”的风格

特色.

(三)以“词之正宗”许周邦彦,突出其词史大家的地位

南宋时,词评家已开始重视词的当行本色,并以此为准指点后学作词.沈义父在«乐府

指迷»中盛赞清真词为“冠绝”,在宋词终结处将周邦彦推到了词坛的第一把交椅上.同样,
论词以姜夔为宗的张炎,也肯定了周邦彦“负一代词名”的词史地位.

明人在宋人“本色论”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弘扬和发挥,认为周邦彦等人“柔倩曼声,
摹写殆尽”②的词作才可称为工致.王世贞论词以婉约为正,以豪放为变,因举邦彦为“词之

正宗”③.而代表明词最高成就的陈子龙,则以五代北宋词为最盛,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李

氏父子、周邦彦、李清照等人.尽管王、陈二人的看法不尽相同,但都推周邦彦为词家正宗.
到了清代,王士祯从正变盛衰的角度重新审视宋代词坛,他在«倚声集序»中说:“有词人之

词,柳永、周美成、康与之之属是也.”④认为周邦彦和柳永一样,属于词之正体,代表了词人

之词的本色.先著也说:“词家正宗,则秦少游、周美成,然秦之去周,不止三舍.宋末诸家,
皆从美成出.”⑤

周邦彦“大家”地位的确立,还表现在他被视作宋词之盛的象征性人物,甚至被认为得

“少陵之体”.清初刘体仁将高棅的“四唐”说引入词学,倡为初盛中晚之论:“词亦有初、盛、
中、晚,不以代也.至宋则极盛,周、张、柳、康,蔚然大家.”⑥他把周邦彦推为“大家”,俨
然是词史极盛期的代表人物.清代尤侗也持初盛中晚之说:“淮海、清真,其词之盛乎.”虽与

刘体仁略有不同,但依然以周词比盛唐诗.不仅如此,尤氏还以周邦彦来比附杜甫:“秦、黄、
周、柳得少陵之体.”⑦或许他只是漫不经心地比附一番,没有意识到这种理论创新的意义所

在,但这无疑是空谷足音,为后世周词的批评接受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康熙年间,先著

再次将周邦彦与杜甫相比:“美成如杜,白石兼王、孟、韦、柳之长.”⑧直至清末,这一论断都

被反复言说.

二、周济扬其波

从清朝乾、嘉时起,对周邦彦词的接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尽管此前,周邦彦在词坛上

的正宗地位已得到普遍的承认,也被认为是宋词极盛的代表之一,但他的声望远远不及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清)王士祯:«花草蒙拾»,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６７３页.
张璋等编纂:«历代词话»,河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４６页.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８５页.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１４１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３１页.
(清)先著、程洪:«词话辑评»卷三,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３５６页.
(清)刘体仁:«七颂堂词绎»,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６１８页.
(清)徐 编著,王百里校笺:«词苑丛谈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３页.
(清)先著、程洪:«词洁辑评»卷五,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３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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轼、辛弃疾、姜夔、张炎等人.直至常州词派巨子周济倡明之后,周邦彦的词名才愈发显赫,
并在词话著作、词集选本上影响到后世对周词的接受方向.周济发前人所未发之论,以“集
大成”论清真词,将周邦彦的地位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他以“浑化”、“浑厚”许周词,
重新审定其审美风格,认为“后有作者,莫能出其范围矣”①.正如他所言:“清真集大成者

也.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美成思力,独绝千古,如颜平原书,虽
未臻两晋,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备.”②从这一点来看,周济无疑是周邦彦的“第二读者”③.而

周济对周邦彦及其词作的重新定位,无疑掀起了对清真词的学习和研究热潮,并在以下两个

方向对周词的接受产生影响.

(一)批评接受

周济对清真词的阐释在后世的词评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冯煦在«蒿庵论词»中
云:“«提要»云:‘词家之有文英,如诗家之有李商隐.’予则谓商隐学老杜,亦如文英之学清真

也.”④不仅指出吴文英与周邦彦的承续关系,还于刘体仁、先著之后,重弹以周比杜的论调.
此外,他的理论探索仍旧沿着周济的方向前行,同样也肯定了周邦彦词的浑化之美:“诸家所

论,未尝专属一人,而求之两宋,惟片玉、梅溪足以备之.周之胜史,则又在‘浑’之一字.词

至于浑,则无可复进矣.”⑤并断言这就是学词的终极之路.
与冯煦一样,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对周济的“集大成”说作了具体地阐述:“词至美

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复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

词者,亦难出其范围.”⑥进而以“沉郁顿挫”、“痕迹消融”评价清真词法,认为“顿挫之妙,理
法之精,千古词综,自属美成”,又言其法度严密,“美成词于浑灏流转中,下字用意,皆有法

度”⑦,却能出以无法,“意余言外,而痕迹消融”⑧.对于清真词,陈廷焯并未视为完璧,但还

是从审美的角度,称赏“其妙处,亦不外沉郁顿挫.顿挫则有姿态,沉郁则极深厚.既有姿

态,又极深厚,词中三昧亦尽于此矣”⑨.
近世以来,蒋兆兰、陈匪石、汪东等人对周词推崇备至.蒋兆兰称周邦彦为“词中之圣”,

他在«词说»中云:“其后清真崛起,功力既深,才调尤高.加以精通律吕,奄有众长,虽率然命

笔,而浑厚和雅,冠绝古今,可谓极词中之圣.”陈匪石则沿着“集大成”说的路子,称:“周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清)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绪论»,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６４３页.
(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６３２页.
关于“第二读者”的概念,学界并没有较为通行的定义.我们认为,所谓的“第二读者”,应该是指对

“第一读者”观点的修正或悖反,或是对作者的重新定位,并因此而掀起研究热潮,甚至影响或改变文学接

受的方向.
(清)冯煦:«蒿庵论词»,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５９５页.
(清)冯煦:«蒿庵论词»,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５８８页.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７８７页.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７９８页.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９５９页.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７８７页.
(清)蒋兆兰:«词说»,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６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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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凡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①汪东更

于以周比杜之外,将周邦彦比作辞赋大家司马相如和扬雄:“词至清真犹文家之有马、扬,诗
家之有杜甫,吐纳众流,范围百族,古今作者,莫之与竞矣.”②而王国维虽不满“美成词多作

态,故不是大家气象”③,但也肯定了周邦彦的词法技巧,说他“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

为第一流之作者”④,并以“词中老杜”作比.当然,这种比附主要是以周词在艺术上的成就,
尤其是音律法度为根据的:“先生之词,文字之外,须兼味其音律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
尤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音相宜;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⑤

(二)别集及选本接受

别集的编辑、刊刻不仅是文学传播的重要途径,也是衡量一个作家创作成就及其影响力

的重要指标.据统计,周邦彦现存的词集版本有２８种之多⑥,而常州词派后劲王鹏运、郑文

焯、朱孝臧等人,就是通过整理、校批周邦彦词集来促进周词的传播的.王鹏运汇刻了五代

及宋金元名家词集,就有景元巾箱本«清真集»２卷、«集外词»１卷.郑文焯校刻了«清真集»２
卷、«补遗»１卷.被认为是“集清季词学之大成”的朱孝臧,在他以校雠精审著称的«彊村丛

书»中,也校刻了宋人陈元龙注的«片玉集».他们的影印、校批、考订、辑佚,不仅使周邦彦的

词作数量逐渐增多,也使他的创作成就得到更为完整的体现.
别集之外,选本也是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不仅如此,“词选适应某种时代潮流和社会

需要而产生,操选者事实上扮演了社会舆论化身的角色.词选还是一种创作.任何词

选都或多或少带有编选者的主观成分,具有自己的个性”⑦.因此,从作品入选数量的多少

可以看出选家对作者的态度,特别是当该选家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时,他的态度或多或

少会对后世选家的编选产生影响.作为常州词派的中坚人物,毫无疑问,周济在晚清词坛上

是拥有这样的话语权的.他的«宋四家词选»共选录宋词５１家,词作２３９首,尤以周邦彦词

居多,达２６首.蒋兆兰称之为“暗室之明灯,迷津之宝筏”⑧,可见其价值之大、地位之高.
清代中晚期的其他重要词选,对周邦彦词的收录也非常可观,现列表如下:

表１　清代词选收录周邦彦词数一览表

词选名称 选家 选录周邦彦词数量

«宋四家词选»１卷 周　济 ２６

«蓼园词选»１卷 黄　苏 ２３

«宋七家词选»７卷 戈　载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陈匪石编著,钟振振校点:«宋词举»,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８３页.
汪东著:«梦秋词»,齐鲁书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７３页.
王国维著,徐调孚校注:«校注人间词话»,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版,第７０页.
王国维著,徐调孚校注:«校注人间词话»,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５页.
王国维著,徐调孚校注:«校注人间词话»,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版,第６３页.
王兆鹏、刘尊明:«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１９９５年第４期.
萧鹏著:«绪论»,«群体的选择:唐宋人的选词与词选通论»,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页.
孙克强、杨传庆、裴哲编著:«清人词话»,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０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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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词选名称 选家 选录周邦彦词数量

«宋六十一家词选»１２卷 冯　煦 ６４

«心日斋十六家词录»２卷 周之琦 １９

«晚香室词录»８卷 周之琦 ２４

«词则»２４卷 陈廷焯 ２８

«云韶集»２６卷 陈廷焯 ３０

«艺蘅馆词选»５卷 梁令娴 ２４

«词轨»１４卷 杨希闵 １６

«宋词三百首» 朱孝臧 ２２

这些词选涉及各种规模、类型和层次,代表着不同选家的词学思想,但他们无一例外都

对周邦彦词偏爱有加.可见继周济扬波之后,不管是词选、别集还是理论批评,对周邦彦词

的接受都迈向了一个更为丰富而全面的阶段.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发现作为周词的“第一读者”,沈义父在词律、词法、词艺等方面的独

到见解和精辟阐释,不仅对后世的接受者具有莫大的影响力,还奠定了周邦彦在词史上的大

宗地位.清代乾、嘉以后,对周词的接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周济作为“第二读者”,对周

邦彦及其词作进行重新定位,并在批评接受和别集、选本传播上,对周词的接受方向产生影

响.无论是“第一读者”还是“第二读者”,他们在周词接受史上的开创之力、奠基之功,都是

值得重视的.

ANewStudyoftheReceptionHistoryofZhouBangyansCiPoetry

LiYunＧhua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XiamenUniversity,Xiamen３６１００５,China)

　　Abstract:DuringthereceivinghistoryofZhouBangyansciPoetry,“firstreaders”

and“secondreaders”havereaditthoroughlywithprofoundbreakthroughofinsightand
action．Shen Yifuisthe “firstreaders”ofChouscipoetry withinterpretationof
morphology,lexiconandcollocation,whichhadlaidZhouBangyansdominantposition
inthehistoryofcipoetry．ZhouJi,asa“secondreaders”,reviewedZhousworksand
hadaninfluenceontheacceptanceofZhousworksandcritics．

Keywords:ZhouBangyan;firstreaders;secondreaders

(学术编辑:刘荣平)

李芸华,女,厦门大学中文系２０１３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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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与明义士家族
[加拿大]李　彦

一

有个女孩说,她暗恋一个男生许久了,却不敢向他表白,生怕被拒绝时的尴尬,该当

如何?
我告诉她,毋须犹豫,直截了当向对方表白便可.即或难堪,也仅为一时之虞,却免除了

日后无穷尽的懊悔.
与甲骨文专家明义士(JamesMenzies)后人的往来交流,便是令我追悔莫及的一桩

憾事.

１９８８年夏季,我到加拿大求学的第二年,曾参加在温莎大学校园内举行的加拿大皇家

学术研讨会.在闭幕式的招待晚宴上,我被安排在一位年约七旬、鹤发童颜的白人老者身旁

就座.我不知他姓甚名谁、身份地位,仅礼貌地点头致意.然而,当桌上摆出一大盘热气腾

腾的什锦炒饭时,老者却突然用中文轻轻对我说道:“米不好,吃不饱,面食才能吃得饱.”
不禁愕然.老者那一口惟妙惟肖的河南乡音,几可乱真.那句幽默的调侃,更是画龙点

睛、入木三分地展示出:老者谙熟中原文化.“文革”期间,我曾随父母下放到河南许昌农村

的“五七干校”,因此知晓当地人民在饮食上的偏好.
我就是在这样一幅鲜明如画的场景下结识了明明德(ArthurMenzies)大使的.明明德

大使告诉我,他出生于中国河南省北部的彰德(现名安阳),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
并从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０年担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驻北京四年.退休之后,他在加拿大首都渥

太华的家中安享晚年.
说来蹊跷,那次巧遇之后,未出半月,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偶然读到了一篇文章,介

绍甲骨文出土前后的历史.文中简短地提到了加拿大人“明义士”在“河南安阳”等字眼,攫
住了我的目光.都是加拿大人,都在安阳,还都姓“明”,是否亲属呢? 好奇之下,我给明明德

大使写信探询.回信很快到来,肯定了我的揣测.果然,明义士正是加拿大前任驻华大使明

明德的父亲.
考古学家明义士和他的儿子明明德大使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然

而,有关这段历史的中文资料十分稀缺,且由于各种原因,某些仅有的资料也不免存在着先

入为主的偏见与误解.于是,根据我与明明德大使的通信,我撰写了一篇随笔———«中加关

系史上父子两代人»,发表于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７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文章简要介绍了明

义士在甲骨文和考古学方面的贡献.这仅仅是一个开端.那时我就隐隐地感觉到,脚下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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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的,是一座有待开采的极为丰富的矿藏.

１９９５年,我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发表之后,曾两次应邀去渥太华,在学术会议上演讲.每

次会议之余,我都顺便到明明德大使家停留一天,在市郊那座依山傍水、花木扶疏的住宅内

与老人家日夜倾谈,记录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口述资料.此后几年,我又数次与明明德大使书

信往还,讨论一些问题,并萌发出日后撰写一部这个领域题材作品的愿望.岂料世事沧桑,
筚路蓝缕,接下来,繁忙的生活与工作使我无暇顾及跟踪采访,导致这一心愿被搁置经年.

时隔十余载,２０１０年早春时节,我与同事们策划在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召开“沿着丝绸

之路: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会议邀请了来自加拿大、中国、美国不同领域的学者,探讨中

国历史、文学、宗教、社会等相关问题.借此机会,我翻找出多年前积累的资料,以期介绍在

中加两国关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这个奇特的家族.然而,星移斗转,时过境迁,当年的

创作激情,早已荡然无存,最终只能把它整理成了一篇平铺直叙的英文报告«中国历史上的

明义士家族».好在聊胜于无,也算了却了一桩夙愿.
因为有些史料搞不清楚,需要与明明德大使核实,于是,我给他家中打去了一个电话.

拨电话前,我曾担忧,间隔了十多年未曾联络,老人家是否还健在呢? 即便人还在,他是否还

能记得起我这个小人物呢?
真没想到,已经９３岁高龄的老人,记忆力竟如此清晰! 他不但立刻记起了我,还愉快地

表示,愿意来滑铁卢,参加我们计划在当年五月份召开的“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
他说,多少年了,他一直没有忘记他出生成长的那片土地.如果健康允许的话,甚至还

想重返中国,看看今天的豫北乡村呢!
我怀着欣喜的情绪,顺利地整理完那篇文章的初稿后,立刻传给了明大使,请他提出反

馈意见.可是,接连数天,都未收到他的任何音讯.正当我感到蹊跷之时,却收到了来自他

儿子的一封邮件,获悉了明明德大使因心肌梗塞在３月４日突然离世的噩耗.
接连数天,我都心存内疚,沉浸在懊悔之中.不知是否因为我的文章勾起了老人家对童

年往事的回忆,造成了他情绪激动,撒手人寰.
明大使的儿子肯尼,是与滑铁卢相邻的贵湖大学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教授.他对我表

达了诚挚的愿望:希望我的文章将来发表后,能够赠送给他几份,在亲友间分享,作为对他父

母在天之灵的最佳祭奠.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初,我回国参加第九届孔子学院全球大会.因地点在厦门,顺便应邀与厦

门大学师生进行学术交流,并结识了该校著名学者林丹娅和李无未等教授.在他们的鼓励

下,我决定根据这些年来积累的资料,用中文整理撰写成一篇报告,介绍这个与中国历史有

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加拿大家庭的故事,为促进中外交流略尽绵薄之力.

二

明义士的英文原名是JamesMenzies,１８８５年出生在安大略省南部小镇柯灵顿一个富

有的商贾之家.从多伦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之后,受当时潮流的影响,他萌发出做一名传

教士的心愿来,于是又进入了神学院就读.此时,他遇到了一个叫安妮的年轻姑娘.
根据明义士的长女玛丽恩的回忆录所记叙,安妮在１９１０年启程远赴中国时,神学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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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学生都来到多伦多火车站为她送行.“学生们把她举在自己的肩膀上,而我的父亲却因

拥挤的人群而不能靠近她.所以他买了一张到下一站的车票,同她一起上了火车.在车上,
他在无数次地求婚之后又一次向她求婚,并送给她一枚钻石的订婚戒指.这一次,她接受了

他的求婚.”①

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从遥远的东方古国传来的一封封描述异国他乡风情的信函不停地

叩击着明义士的心房,终于引领他从蒙特利尔登船,踏上了这条神秘之旅,并在抵达河南开

封之后,如愿以偿地与心爱的姑娘举行了婚礼.
据明明德大使说,他的父母像很多加拿大年轻人一样,是抱着“改造不信神的异教徒”这

种单纯目的扬帆渡海,前往华夏大地的.其实,他们完全不了解这块土地所承载的文化

底蕴.
为了有效地向中国人传播“福音”,在河南刚一落脚,明义士便积极地拜当地一位乡间老

秀才为师,钻研这种极难消化的象形文字,并欣然接受了老秀才为他所起的中文名字:明义

士.这位清末秀才熟读经史,学富五车,根本听不进去他的洋弟子想要传播的“福音”,反而

循循善诱,由浅入深,向他灌输自己渊博的学识.明义士被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所震撼,很
快便意识到,西方人需要向中国人学习的东西,堪称浩瀚如海.

在跟随老秀才学习了三年中文之后,已经对中国古代历史和古典文学奠定了扎实基础

的明义士,受教会总部派遣,来到了豫北的古城彰德,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开始了耕耘.
作为来自加拿大的首位工程师出身的传教士,明义士每年仅能从教会得到一笔六百加

元的生活补贴费,借此养家糊口.倘若他留在加拿大做一名工程师,他的薪资可以达到这个

数目的五倍之多.然而,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明义士在中国收藏的文物,以及他对中国考

古学界的杰出贡献,却是一笔意想不到的巨大财富,并使他青史留名.

１９１４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年轻的明义士骑着一匹白马在洹河畔踏青.道旁

的棉花田里,有三三两两翻土耕种的农夫.当人们挖掘出一些古陶碎片时,明义士欣然下

马,兴趣盎然地凑近来观看.此时,几个衣不蔽体的儿童正在路旁采摘初发的柳树嫩叶.一

个男孩向明义士探问道,他是否想看看上面刻着字的“龙骨”.
龙骨? 明义士受好奇心驱使,随孩子们来到了一条隐蔽的沟壑中,在一面几乎变成了白

色的斜坡前,他看到了镶嵌在土层中的密密麻麻的骨头碎片和粉屑.当他的目光落到镌刻

在一些骨头上的奇怪的象形文字时,从前清老秀才那里学来的知识,便派上了用场.接下

来,明义士孤独一人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并恍然大悟,原来他脚下踩着的这片远离通商

大埠的荒僻之地,竟是数千年前莺歌燕舞、极尽繁华的殷商都城旧址.
那个春天的奇遇,使这位年轻的基督教传教士在极其偶然的情形下,被引入了这一鲜为

人知的领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被上帝派遣到这个与世隔绝的角落里的外国人,却成

为第一个发现了甲骨文出土地点之人,并由此踏上了一条与宗教传播的初衷大相径庭的道

路.此后数年,明义士充分发挥了自己新近获得的古文知识,投身于举世震惊的殷墟发掘,
研究殷商青铜器文化,并逐步成长为一名自修成才的考古学家.

当时,“龙骨”被当作一味中药材使用,已有数百年之久.然而,药材商人对“龙骨”的刻

① [加拿大]马里恩芬奇明义士赫梅尔:«从古城彰德到华北解放区»,中国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版,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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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垄断,使得甲骨文的出土地点,在京城几位中国学者之间尚为悬而未决之疑.
根据史料记载,１８９９年夏天,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罹患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

达仁堂买了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药渣中有一味叫“龙骨”的中药上面,刻划着一些

奇怪的符号.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
很像古代文字.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药店,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

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人进行搜购,累计收集了一千

多片.可叹仅仅时隔一年,被称为“甲骨文之父”的王懿荣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朝皇室匆

匆西逃之际,万念俱灰,服毒投井,自杀殉国.此后,刘鹗、王国维、罗振玉等学者也先后投入

了对甲骨文的研究.①

然而,无人料到,一个金发碧眼的加拿大青年,竟由于他对中国文化的钟情而触发了灵

感,在极其偶然的因素下介入其中,且因近水楼台,得天独厚,成为首先发现甲骨文出土地点

之学人.
后来,随着中国学者对殷墟挖掘的不断深入,人们终于发现了埋藏在地下数千年之久的

这座青铜器时代的古城.面积二十四平方公里、人口达到十万之众,出土文物琳琅满目,不
但有丝绸纺织机、青铜大鼎、精美玉器、豪华战车,也有帝王宫殿与皇家陵寝,其灿烂辉煌令

举世震惊.
明义士位列最早的几位学者之一,能够辨识和解读这些镌刻在甲骨上的三千多年前的

原始文字.他还是学会并掌握了如何鉴定甲骨年代知识的先驱学者.前前后后,通过从农

民和小贩手中购买、从新翻的耕地中寻觅、从古代遗址现场收集等不同方式,他一共收藏了

三万五千片甲骨.
殷商时期的人们相信占卜,宫廷里的巫师们便是通过这种方式,向祖先和神明征询意

见、制定决策的.在明义士收集到的甲骨卜辞中,可见到五花八门的问题,不但有关于发动

战争和举办婚礼的、关于种植庄稼和狩猎收获的,甚至还有关于牙疼的记载.其中有一枚较

大的甲骨上镌刻着这样一个问题:若拿姜氏家族中一个人来献祭是否足够?②

据说,在所搜集到的六千多个甲骨文符号中,目前人们仅能解读其中的两千多个符号,
约占三分之一.试想,当更多的符号有朝一日被未来的人们破译出来之后,不知有多少被悠

悠岁月所淹没的中华文明史会得以重新诠释?
当他的幼子明明德在豫北小城彰德诞生之后不久,明义士的第一部心血之作«殷墟卜

辞»也于１９１７年在上海由凯利华尔士出版社出版了.在这部书中,他运用了当初学习工

程学时的制图训练,把他三年来所收集的甲骨一共绘制出２３６９幅图来,令人叹为观止.此

后,他又在其中增加了几千幅珍贵的拓片.
“在我幼小的时候,曾数次跟随父亲去小屯.那个村庄是大量甲骨出土的地点.”明明德

大使告诉我.“做交易的古董商人也常常到我家里来.因为他们知道,我父亲不但有兴趣,
而且也有知识,懂得他们所带来的那些文物的价值.当然,他们也明白,父亲身为传教士,买
不起那些各式各样、完好无损的青铜鼎,或者是比较大的甲骨.那些东西在北京和上海可以

①

②

百度百科:甲骨卜辞 http://baike．baidu．com/link? url＝１d０A_tMLZL６eFj_KP９sP０dom８mPdp
NilaK３７hlNy６e１pi０３nnyQDTlyuubkzD２３pZzxZ４lccGwchoJovlThRe_

摘自«环球邮报»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９日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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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很高的价钱.他们也了解,我父亲和其他洋人完全不同,他对做买卖赚钱这一套毫无兴

趣,只想搞研究.但是,通过购买甲骨残片、碎裂的青铜和陶器片,然后像玩拼图游戏一样,
摆过来摆过去,反复琢磨,尽量把碎片还原成本来的形状,他也能从这些上门推销的文物中

获得不少有用的知识.父亲就是通过这些方式积累了他的研究资料的.”①

明义士之所以没有忽视甲骨残片,概因某些细小的碎片上也许会镌刻着极其重要的文

字信息.他对每一件出土的藏品都会同时保留一块土壤标本,并做下详细记录,以备确定年

代之用.
“父亲对中国考古研究的兴趣,大大超过了他所举办的基督教培训班.在那些培训班

里,他只是教给人们一些非常简单的常识.”明大使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明义士曾被迫中断他的考古研究.那时,他受教会派遣,担任中

国劳工大队的上尉,带领着英军从华北招募的几万名劳工,远赴欧陆,为英军提供战地服务.
停战之后,明义士才返回彰德,继续收集大量的甲骨残片、陶器、青铜器等,进行研究.

１９２７年春季,北伐战争在全国掀起了反帝高潮.外国人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一些传教

士遭到杀害,几处教堂被军阀部队捣毁.于是,加拿大教会决定暂时撤离豫北.明义士把他

所搜集到的载有最长文字且最有意义的一批甲骨运往天津,加以妥善保管.令人痛惜的是,
其余大量留在彰德的甲骨残片、陶器和青铜器碎片,以及数量众多的中国古籍,均被内战中

占领了教会住宅的士兵所破坏殆尽.
躲避战火的明义士暂栖北京,于中国研究院任教一年.在此阶段,他把那些从豫北抢运

出来的甲骨一一做了拓片.第二年,当他带领全家人返回加拿大休假时,在故乡经商的老父

亲赠送给明义士五千加币.他用这笔钱支付旅费,前往印度、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地,观摩那

里的考古场地.第二年夏秋之间,明义士又花费了数月之久,在耶路撒冷的两个考古场所担

任调研员.这些丰富的实践经验,使他掌握了在考古现场发掘和做记录的最先进的技术.

１９３０年,明义士在离开三载之后,重返彰德,再次开始搜集考古资料.适逢第二年中国

研究院开始在小屯村系统地挖掘商代皇家陵墓,这些活动给明义士带来了与中国考古领域

一流专家短兵相接的宝贵机遇.而他在这一领域的独特建树,也受到了中国学者的高度评

价.两年之后,明义士一改初衷,从传教士的身份华丽转身,应山东齐鲁大学之邀,担任了该

校的考古学教授.他把自己近期所搜集的古陶器和甲骨残片从彰德运往济南,借此奠定了

齐鲁大学博物馆雏形.他在该校首次开设了考古方法入门,以及亚洲和中国考古学等课程,
并采用流利的汉语为高年级学生授课,阐述他对甲骨文研究的独到见解.

明义士感到,他从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７年在齐鲁大学的这五年时光,构成了他在事业上最具

挑战性、收获最丰厚的阶段.在那些岁月里,他和日渐壮大的中国学者队伍共同致力于考古

学研究,并为此付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与此同时,许多学生也得以采用最新的科学方法来

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
明义士对这些历史文物的研究,协助他对中华文化思想的形成获得了更加清晰的理解.

他感到,冥冥之中,似乎有神灵在召唤他,赋予他重要的使命,寻找出证据,验明早在中国古

代时,华夏大地就已经在崇拜上帝了.因此,中国人是可以把基督教看作土生土长的观念

的,而非视其为来自异域外邦的说教.

① 文中多处资料来自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期间李彦采访明明德时的口述记录.



厦大中文学报 JournalofChineseStudies,XiamenUniversity

２２４　　 ２０１５年４月第二辑

从明大使提供给我的史料中,我读到了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那是明义士在１９３６年

１１月２１日返回加拿大度假期间,在多伦多发表的.
“这一镌刻在甲骨上的短小的条目涉及到早期中国人对上帝的概念,也许能以科学的态

度帮助你们回应对传教工作的普遍指责.那种批评意见认为,我们不应当把我们的上帝和

我们的宗教强塞给中国人.我对此的回答是,我们的上帝恰恰也是他们的上帝.中国人能

够据此概念提供出证据的日期,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而我们对此一概念,甚至无法提供出

一个大致的日期来.”
“某些唯物主义者声称,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不过仅仅是在宣传早期希伯来人的迷信思

想.对此,我们可以指出,有关上帝的概念,在中国的起源,远远早于我们所假设的摩西的时

代.因为上帝的字眼在公元前一千四百年时就已在中国广泛应用了.当然,这并非说,中国

人关于上帝的概念,完全与«圣经»中的一模一样.中国人的概念,仅仅是简单的‘在天之

父’.但此点表明,早期中国人这个最原始的概念却是基督教的良好基础.因此,在中国的

传教事业完全可以期望从五亿中国人口中得到相同的反响,正如福音在我们西方社会传播

时一样.普世文明是要为全人类提供一种值得享有的生活方式.这一理想注定会实现,因
为使世界分割的种种藩篱终将由于我们的物质发展而得到克服.”①

在多伦多休假期间,明义士惊讶地获悉,日本军队展开了对华北的全面进攻和侵占.他

急迫地想要返回中国,却遭到了教会总部的拒绝.当他得知,日军随行者中配备有“人类学

专家”,专门掠夺中国文物时,他立刻通知了在齐鲁大学的同事们,及时隐蔽起他存放在该校

的文物收藏.于是,大批的甲骨被藏匿到阁楼顶层、夹缝墙中,或者深埋到校园地下,使这些

珍贵的文物躲过了劫难,并于１９５１年按图索骥,一一寻找回来.这八千枚甲骨,最终都交付

与山东博物馆收藏.
明义士所收集的文物中的大多数精品,包括此前妥善保存在中国的大约两万三千片甲

骨,最终都进入了北京和南京的博物馆.仅有一小部分,在三十年代的战乱期间,被惊慌失

措的其他传教士同伴们装船运回了多伦多.此后多年,明义士一直保存着这些文物,期望着

有朝一日携带着它们,返回那块魂牵梦系的土地.然而,他却再也未能实现这一愿望.
从１９３８年开始,他进入了位于多伦多的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在该馆的远东部从事

研究工作.１９４２年,明义士完成了他的博士资格考试,开始撰写关于“商戈”的论文.这

是从公元前１３１１年到前１０３９年对中国青铜器时代的特殊武器之研究.此文一波三折,历
经坎坷,最终于１９６５年由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发表.此时,距明义士离开人世已经八年之

久了.
明义士逝世之后,他的妻子安妮和儿子明明德决定,将明义士带到加拿大的一部分中国

考古标本、刻有文字的甲骨、中国考古学和早期历史书籍等,转交给了位于多伦多的安大略

省皇家博物馆.双方达成的条件是,明义士有关“商戈”的研究应当予以发表,此外,对他在

加拿大期间所完成的甲骨拓片也应当得到校对修正并予以发表.
在他的全部学术生涯中,明义士主要研究的是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在这个领域留下了

二十多部专著和论文.他的代表作中拥有颇多原创观点,在学术圈内受到了高度评价.然

而,他在这一领域中本该创造出更加辉煌成果的潜能,却不幸遭到了阻碍.

① 摘自１９９８年明明德提供给李彦的书面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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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９号加拿大«环球邮报»刊登的“对旧骨头的新重视”一文所述,此乃

明义士与其上级———曾在河南开封为他和安妮主持婚礼的威廉怀特大主教———之间的关

系恶化所导致的结果.
该报记者杰弗瑞约克在文中说,“明义士在收藏大量中国文物时,仅仅把自己看作中

国这些国宝的监管人.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收藏都将留在中国,供研究之用.在这点上,明
义士与他的同行威廉怀特大主教可说是泾渭分明.后者在二三十年代曾把数千件极为珍

贵的文物海运回加拿大,转交给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①

在战火焚烧的岁月里,已经年过半百的明义士,一面焦急地期盼着战争早日结束,一面

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撰写中国青铜器时代文化的论文.记者在其文章中点明:已经

返回加拿大的威廉怀特大主教时任多伦多大学中国研究所的主任,因此成为明义士的博

士论文指导教授.他在１９４１年驳回了明义士的这篇论文,接下来却发表了他自己的两部

书.书中内容基本上都来自被他驳回的那篇博士论文.
记者引用了一位华裔学者在其著作中的说法,指出威廉怀特大主教曾多次把明义士

的研究成果和绘图用于自己的讲义和著述中,却未对此加以承认.正如明义士在写给安大

略省皇家博物馆馆长的抗议信中所说的,“他好像喜欢这种并不圣洁的举动,迫使我告诉他

一些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当作自己的散布出去”②.
除了来自怀特大主教的不公正对待之外,明义士也遭到了他曾经付出毕生心血来热爱

的那块土地的背弃.解放初期,齐鲁大学的校领导把他定为“强盗”和“文化帝国主义分子”.
性格内向、寡言少语、长期忍辱负重的明义士罹患了心脏病,于１９５７年在多伦多与世长辞.

值得欣慰的是,１９９６年,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四十年之后,一部标题为«甲骨研究»的中文

书籍在中国出版了,其内容是明义士１９３３年在齐鲁大学任教时使用的课程讲义.这部著作

的发表意义重大,因为原始的讲义仅仅是印发给学生们阅读的,几乎没有其他学者知晓.该

书主要介绍了有关甲骨文研究的历史,例如,甲骨文是如何发现的,购买过甲骨的人员名单,
以及甲骨出土的数量.其中,关于发现过程的纪录、消息的传播、收藏者的姓名等等,尤为珍

贵.明义士的工作被认为是在这些方面最为准确无误、细致翔实的.

三

明义士夫妇的长子是个温顺可爱的男孩,出生在河南开封,牙牙学语时,随父母乘坐马

车前往彰德.孩子在五岁那年染上猩红热,不幸夭折.当他们的幼子亚瑟于１９１６年深秋在

彰德出生之后,多少弥补了这对夫妇心中的悲伤.身旁的中国友人为婴儿取了乳名“天贝”.
孩子的学名“明明德”则取自«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句.

关于他的乳名“天贝”,是１９９６年秋天明明德大使操着河南乡音亲口告诉我的.然而,

①

②

[加拿大]GeoffreyYork:“NewRespectfor‘OldBones’”,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９日加拿大«Globeand
Mail».

[加拿大]GeoffreyYork:“NewRespectfor‘OldBones’”,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９日加拿大«Globeand
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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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当我看到其长姊玛丽恩的回忆录«从彰德古城到华北解放区»时,却发现里面提到,
明明德的乳名叫“天宝”.不知是否在翻译过程中造成的误会.随着当事人一一离世,也许

这个细节今后也难以澄清了.
明大使说,他是在彰德的教会医院里出生的.提及往事时,已经年过八旬的大使,显示

出惊人的记忆力.他竟然说出来接生婆的名字叫“梅秀英”,护士长“盖麻姑”是个“很胖的女

人”等等.明明德在豫北度过了童年时光.十一岁那年,该入中学了,才离开豫北出生地,回
到祖籍加拿大.

明大使说,他的母亲安妮是一位富于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一百多年前,是什么动机

驱使这位年轻姑娘毅然告别亲友和家园,远涉重洋,只身前往遥远陌生的豫北乡村呢?
安妮的祖先,是英国的贵族后裔,但是移民到加拿大之后,一切从零开始,沦为普通的农

场主.那个年代,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很难实现对事业的追求.安妮１６岁那年,正
在高中读书时,父母却让她辍学回家,每日为六个弟妹洗衣做饭,照顾一家老小.也许是骨

子里残存的贵族血液在作祟吧,她不甘于在这种庸碌无为的生活方式中埋没自己的人生梦

想.两年之后,她离家出走,去多伦多报考了护理专业,期望在完成学业之后,到中国担任传

教士,追求更有意义的人生.
明明德大使翻找出珍藏的家庭相簿,递到我的眼前.青年时代的安妮,容貌秀丽,目光

和善,显然是人见人爱的女子.“我母亲的皮肤非常好,雪白细腻.她在学校时曾经遇到过

一个来自印度的留学生.他很喜欢我母亲,讨好她说,‘啊,夫人,你的皮子真美丽!’嘿嘿,那
个印度人的英文太差,竟然把形容牛马的字眼用到人的身上了!”

正是为了追求这位心目中的女神,明义士这个工程系毕业的学子,也随着安妮之后,来
到了遥远的东方古国.

呈现在他们面前的豫北乡村是贫瘠落后的.房屋是土坯茅舍.道路是泥泞的沟壑.车

轮常常陷入其中,无法挪动.人们夏季在山脚下耕种,冬季赶着毛驴运煤.女子人人缠足,
男子稍有余钱便吸食鸦片.无论是城里还是乡间,都没有一座现代化的学校.

这对怀揣理想的年轻人并未荒废其所学专长.明义士运用自己的知识,帮助豫北的百

姓用先进的科学方法凿井、盖房.安妮除了鼓动妇女废除缠足的陋习之外,还办起了当地第

一所女子小学,首次为穷乡僻壤的女孩子们提供了走出家门、读书识字的宝贵机会.他们还

请来了城里医院的洋大夫,到乡下为贫困的村民免费治疗.
“我母亲的个性与我父亲的正相反.父亲少言寡语,羞涩内向.而母亲则随和开朗,风

趣幽默.刚开始,由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影响,当地老百姓对外国人充满了敌

意,很不友善.但经过我母亲的努力,逐渐地,她与驻地附近村庄的妇女儿童们建立起了良

好的关系.她深深地感到,在中国才找到了她的人生目标.”明大使回忆到此,眉宇间显露出

欣慰的神色.有趣的是,尽管我担心他会忘记中文词汇,所以总用英语和他交谈,他却固执

地操着一口浓厚的河南乡音回复,似乎是想顽强地证实着什么.
“华北的冬天是漫长的.在教堂里,母亲可以嗅到人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难闻的气味.你

知道,那里的男人们个个都抽旱烟,而且一辈子都不刷牙.”明大使说,“河南乡下的百姓,生
活十分贫困,热水和肥皂都是享受不起的奢侈品.因为寒冷,农民往往整个冬季都不洗澡,
一冬只穿一件棉衣,从不脱下来换洗.所以,很多人都患皮肤病,身上长疮、头上流脓.彰德

城里也有个澡堂,仅仅是为男人开设的,但只是有钱人才洗得起.因此,我母亲在教会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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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里修建了一个澡堂,免费为当地女性提供热水和肥皂.那个时候,‘明太太的热水澡’享誉

四方,在严寒的冬季,是十里八乡的妇女们翘首期盼的乐事.每个月一次,当妈妈的都会带

着孩子们轮流来洗澡.”
从明大使提供给我的安妮日记和书信片断中,可以捕捉到百多年前的一些镜头.其中

一则写于１９１４年３月７日的记录.“我们抵达了彰德.行李尚未到,只好凑合着在别人家

里过夜.第二天,王老太太陪着我到附近的两三个村庄去探访村民,因为我的中文还不太流

利.进入一个村庄后,来了一大群人,都是女性.按照此间的风俗,男人是不便去围观一个

外国女人的.”
在另一则写于１９３２年的日记中,安妮详细地叙述了她是如何把一位罹患白内障五年之

久、双目失明、８７岁高龄的老年妇女从乡村请到自己家中,安排医生为她摘除了白内障,使
其重见光明的.

“我去她家探访时,看到尤老太太从早到晚独自坐在那间黄土小屋中,寂寞地自言自语,
便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给她的生活带来希望几天后,尤老太太在她孙子的陪伴下,跨
进门来.看她衣着光鲜,我便夸赞了几句.尤老太太告诉我,她身上穿的是寿衣.原来,这
里的习俗是,人们在活着时便会准备好自己的棺木和寿衣,以求心安.逢到喜庆的日子与场

合,也会先穿上寿衣,提前感受一下是否合体.”
安妮组织当地妇女参加学习班,研读«圣经».这种活动,为只字不识的文盲女性提供了

读书认字的机会.她也鼓励六岁以下的女孩随母亲同来,在教会里学习歌唱.
明大使说,乡村妇女鲜少有机会参加社交活动,因此,她们非常喜欢在我母亲弹奏的风

琴伴奏下,放开歌喉,尽兴欢乐.当然,为了尊重地方习俗,教会里举办各种活动时,男性和

女性都是分席就座的.移风易俗,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趣的是,进入教会学校读书

的女孩子们,由于不再缠足,竟然无法被大众所接受,险些成了嫁不出去的女子.
因为中国老百姓普遍对洋人开办的教堂怀有疑惧,安妮便常常带领子女走村串户,拜访

农民,试图以温情打开人心的隔阂.春天到来,杨柳拂面时,她也常会租一条大船,带领学校

的女孩子们享受船上野餐的乐趣.
据明大使回忆,洹河上的渡船很多,是当地的主要交通工具,比起颠簸不平的马车来,自

然舒服得多.如果乘坐马车在道路上行走,由于道路比地面下陷一人多深,因此乘车者根本

看不见道路两旁的景致.而乘船出行,视野开阔,两岸风光尽收眼底.大船两旁各有两个小

伙子撑篙,船尾坐一掌舵人.女孩子们在安妮的带领下,一路高歌,顺流而下,煞为惬意.
明大使说,他三、四岁时,曾经常跟随父母和两个姐姐,去边远地区的乡村探访.父亲骑

着一匹白马在前引路,母亲和三个孩子坐在马车内跟随其后,在乡间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颠簸

很久.到了村里,住的是农民家中简陋的茅草房.在泥地上支起随身携带的行军床,还要忍

受蚊虫跳蚤的叮咬.没有电,夜晚要靠油灯照明.窗户外面总是围着瞧热闹的人群.淘气

的孩子们你推我搡,用口水舔破了窗纸,兴奋地偷看里面的“小洋鬼儿”.
“叫我们小洋鬼儿,并没有恶意.”明大使解释道.
当村中妇女围绕着安妮瞧新鲜时,安妮友好地向她们表示,“你们问什么问题都可以.

问吧!”没想到,当安妮的小女儿弗兰西丝要如厕时,村妇们提出,想要看看“小洋鬼儿身上长

的那个东西,和我们中国人的有什么不一样”.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文化挑战,安妮镇定自若.她答应了让村妇们围观小女儿如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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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打消村民心头对“洋鬼子”所产生的疑惧.当看到小女儿惊惶失措地哭出声来时,村妇们

互相推搡道,“算了,算了,别吓着她了!”一面说,一面却又忍不住斜着眼睛偷窥.“噢,原来

和咱们是一样的尿法儿!”
闲聊中,明大使也提到了父亲明义士经历过的几桩趣事.某次,明义士到一个学生家中

去拜访.那个学生在学校里学会了刷牙,回到家里,也传授给了自己的父亲.这天饭后,只
见那家的仆人端来了一大杯水和一支牙刷.主人接过来,拿牙刷漱口后,噗的一声吐在了地

上.然后,他把水杯和牙刷递给了明义士,殷勤地让其漱口.明义士灵机一动,说道,“你还

不知道,真正的刷牙方式,应当是一手遮挡在前面,一手刷牙.”说着,明义士用手挡住嘴,假
装刷了牙.当然,他并没把那支别人用过的牙刷伸入自己的口中.

１９２５年的春天,豫北乡下闹饥馑,明义士在教会里组织赈灾活动,忙碌了很久.结束之

后,当地政府为答谢明义士,特地备办了一桌宴席.宾主就座之后,一盘烹调精美、一尺半长

的大鲤鱼被端上了桌,上面覆盖着青葱丝、红辣椒,诱人食欲.只见中国官员仅用筷子蘸了

蘸鱼,便转给了明义士.大旱之年,河水干涸,明义士已数月之久未尝鱼虾了,于是欣然把筷

子伸向了盘中之鱼,却是无论如何也夹不起一丝鱼肉来.这时,主人才尴尬地解释说,那条

鱼是用木头雕刻的,只为凑个喜庆罢了.
叙述起这些逸闻趣事时,明大使语调平静,不动声色.也许,身为老牌外交官,他早已养

成了在说笑时掩藏自己感情、喜怒不形于色的习惯.而作为听众的我,却从这些旧日的“笑
话”中,更多地感受到了沉重.

翻看照片时,我看到了一张明义士登泰山时的留影.那是１９３４年夏季.几十里的山

路,由两名轿夫扛着带有遮阳凉篷的沉重木架,一阶阶攀上顶峰.“从十八岁到三十岁的抬

人,三十岁以上的挑货,四十岁以上的,就只能摆摆茶摊了.”明大使解释说.
从他给我的资料中,我读到了明义士的长女玛丽恩回忆幼年时在豫北和中国人同度圣

诞节的欢乐情景.
“圣诞节清晨,我一睁眼,就听到了«天使在歌唱»的乐曲.我和八岁的妹妹弗兰西丝、七

岁的弟弟亚瑟从床上一跃而起,跑到露台上观看.天色尚未亮,头顶星光正明.远远地,有
一支火光闪烁的队伍,正朝我们这边移动.原来是教会女校中学部的女孩子们,手擎烛火,
口唱颂歌,逶迤而来.我们激动地欢迎她们,看到她们在所经过的每幢房子前逐个停下来吟

唱.歌声奏响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几个孩子兴奋地打开了各自的礼品袋.我在自己的袋

子中找到了一只大柑橘.这可是每年仅有一次的奖品啊! 因为我们所居住的华北,不出产

柑橘.下午,母亲专门为乡村孩子们举办了一场盛会.来了五十多个女孩子,每人都收到了

一份礼物:一个套着针织衣裙的赛璐珞洋娃娃.这些礼物是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一个妇女团

体邮寄给我母亲的.当这些女孩子收到有生以来的头一份礼物时,别提有多激动了.到场

的人们无不沉浸在爱心与欢乐之中.”
虽然玛丽恩感叹儿时在豫北乡间吃到一只橘子的不易,但相较于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准

来说,传教士的生活,俨然是高高在上的贵族式的.
明大使对他出生成长的豫北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揣着温馨美好的记忆.那是一幢二层

的西式小楼.一层有一间大书房,摆放着几件红木桌椅,书架上排满了古籍.壁上的镜框中

镶嵌着几幅图画.一只网球拍和一把剑交叉着挂在墙上.地板上铺的,是用高粱秆编织的

席子,代替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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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家在北戴河海滨拥有一栋别墅.每年夏季,母亲都会带着儿女们去那里避暑数月.
回忆起从豫北乘火车、到山海关下车后被挑夫和小贩们包围的热闹景象,明大使的声音中充

溢着兴奋与留恋.
那栋别墅是明义士在抵达中国的当年,花了一千三百块银元(相当于三百多加元)购买

并扩建的.资金来自他那位成功的父亲———在加拿大制造管风琴致富的企业家.别墅建在

临海的山崖上,有大石块砌成的墙基,长长的雕花走廊,圆形的露台,宽大的客厅,半圆形的

书房,几间卧室,一条石阶通往山下.
明大使拿出来父亲当年购买别墅重新改建的合同.那是用毛笔和中文写在一张发黄的

宣纸之上的.上面盖有数枚已经暗淡的红色方印,注明是“１９１１年７月２６日”,由“明牧师

所购”.
翻开珍藏的家庭照片,明大使一一指点着母亲、父亲、姐姐们在中国的留影.安妮的五

官小巧精致,神态端庄大方,棕色的卷发梳理成辫子,盘在头顶,额前和耳际垂着细细的发

卷.明义士宽阔的前额下,鼻梁挺直,目光炯炯,紧抿的嘴唇线条分明,一副气宇轩昂的男子

汉形象.
合影中唯一的丹凤眼、圆脸庞的面孔,便是明大使念念不忘的他的中国保姆“申大嫂”.

１９１４年,这个裹着小脚、身穿中式大襟衫的年轻寡妇来到家中,帮助安妮照看孩子,从此就

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她心灵手巧,很快学会了使用缝纫机,但她从不穿洋装,几十年如一

地只穿自己剪裁的中式服装.
这位中国保姆虽然目不识丁,却不出一两年,就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了.她常在明家的

后花园里,边为安妮的女学生们沏茶倒水、边教她们说英文.
明义士全家回加拿大休假时,曾带领申大嫂同行.“坐在轮船上,母亲告诉她,我们要去

地球的另一面,她却不能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在她的知识里,世界是平的,怎么会到了背

面呢? 抵达多伦多之后,母亲曾带她去市中心的伊顿百货大楼.乘电梯上楼时,申大嫂无论

如何也不能理解,进去时是一个地方,出来时怎么成了另一个世界?”
全家在北戴河避暑时,申大嫂在当地领养了一个儿子,瘦得皮包骨头,叫“大钉”,比明明

德还小几岁.明家也送那个孩子上学读书.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明义士全家返回加拿

大避难.临走时,特意给申大嫂留下一笔钱,让她返回乡下定居.日军占领河南之后,明家

仍然每月从加拿大给她汇款.日本投降后,国共内战,天下大乱.最后一次托人带钱给她是

１９４８年了,此后便失去了联系.
“听说,申大嫂回到家乡后,买了一头驴,靠给人磨麦子过活.”明大使盯着空中,目光里

流淌着怀旧的伤感.
那次,我们一直聊到深夜,透过开启的窗扉,偶尔能听到屋后黑压压的树林中传来几声

孤寂的鸟鸣.在昏黄的台灯光影里,老人小声哼唱起幼年时申大嫂教他的豫北儿歌:

　　“小红鱼儿,
你在哪儿住?
我住在水里.
水里冷不冷?
不冷冷冷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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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德边唱,边晃动着身体,向我解释这首儿歌的妙趣何在.看到他那种投入和认真,
我的眼角湿润了.

１９９８年元旦刚过,我收到了明大使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亲爱的二姐弗兰西丝最近

因病离世了,令他十分悲伤.他专门写了一篇悼念文章,除了在亲友间传看,也给我寄来了

一份.
此外,他还提到,“加拿大国家档案馆正在征询我的意见,希望我同意把自己家里保存的

文件资料转交给该馆.近两个月来,三位专家每周到我家来两天,整理和包装了整整３６箱

文件.里面也有我父母留下的日记、文章和大量书信.我天天忙于向他们解释各种文件的

重要性.这３６箱文件目前仍然在我家中,但我估计他们可能想在开春时就拿走.当然,保
留在国家档案馆里面,公众就可以接触了.但是,假如你希望再次来我家,查阅我母亲的信

件,或者想在这些资料被拿走之前影印一部分,我是非常欢迎的.请你打电话告诉我.”
我心里一直惦记着此事,甚至与一些学者和朋友探讨过,如何进行这个领域的研究,使

那些珍贵的史料早点为今天的人们所知晓.然而,此事一拖再拖,终未付诸行动,留下了永

久的遗憾.

四

根据西安碑林中的石刻记载,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公元６３５年的唐朝.中国皇帝

李世民接见了从西域来华的传教士,并允许他们在终南山北麓建塔修殿,足见中华传统文化

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之气魄.
鸦片战争之后,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加拿大传教士从１９世纪末期开始加入此一潮

流.从１８８７年到１９５７年,来到中国的加拿大传教士大约有上千名.他们的足迹从东南沿

海远至云贵、川藏等西部偏远地区.在这些贫困地区,传教士的出现,对当地的教育、医疗、
妇女解放等方面均做出了努力,积极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

虽然大多数传教士的名气,都远远不如基督教牧师之子白求恩医生那样享有极高的知

名度,但他们也为中国社会的发展留下了不朽的贡献.四川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就
因其对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寄予同情和支持,而赢得了“红色传教士”之称号.然

而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人物,例如香港圣公会的何明华大主教,他曾在抗日战争中悄悄派遣

医护人员队伍到延安工作,也曾解救遭到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江游击队的战士,
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周恩来总理极为尊敬的国际友人.

这种现象表面看来似乎不太协调.但追根究底,却并不矛盾.许多基督教传教士认为,
他们所秉承和追求的人类社会平等、公正的价值观念和信仰,恰恰在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
工商业改造,甚至在“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等一系列社会主义

改造运动中得到了体现.
基督教传教士去中国,本是抱着教化中国人的目的而去的.但他们却从中国人民那里

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也由此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新中国成立之后,曾有很长时间遭到西方

世界的孤立和封锁,恰恰是这些加拿大传教士的后代们,由于他们出生在中国,对中国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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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俱来的情感,所以通过在朝野之间不懈的努力,影响了加拿大政府,终于在上个世纪七

十年代促成了中国和加拿大两国之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最早被派遣到中国担任加拿大驻

京全权大使的四位外交官,全部都是赴华传教士的孩子.其中就包括明义士之子明明德.
明明德在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完成学业之后,曾在数个亚洲国家担任加拿大大使、外

交部远东司司长等职务.１９７６年,明明德荣幸地以加拿大大使的身份,重返他出生成长的

这块土地.那时正值“文革”结束的特殊历史阶段.他在故地重游时,深感豫北乡村经济发

展的落后状况,因此,他在中国的四年任期内,积极投入在两国之间推广高科技交流项目,以
新的形式,进一步巩固加强他父母那辈人建立起来的纽带,殷切地希望能为中国的改革开

放,尽其一己之力.
明大使在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７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他访问自己的出生地彰德

之行.
“上个星期我回到了彰德.那里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１９２７年春天,我十一岁的时候,

离开了那里.后来,１９３５年夏天,我随着父亲又回去过一次.如今,这个城市变化巨大,从
过去那个仅有数万人口、城墙环绕的古城,变为拥有四十三万人口的工业城市了.城里修建

了一个更大更新的火车站.城墙被拆毁了.仅在西南角留下了一点,辟成公园,作为历史的

留念.解放路大街两旁,商店、剧院、办公楼鳞次栉比.”①

明大使满城转悠,竭力寻找加拿大传教士们当年修造的那些建筑物.最终,他在一些现

代化的医院和学校中找到了部分残留下来的房屋,从中依稀可辨当年的旧貌.然而,里面挤

满了各种各样后来加盖的建筑,已经面目全非了.
明大使注意到,当年仅有三十张床位的教会医院,如今已成为拥有四百张床位、二百位

医护人员、三百位勤杂人员的大型医院了.医院每日能处理一千名左右患者,拥有先进的爱

克斯光设备,病房里也堪称干净整洁.大使和他夫人还亲眼观摩了采用针刺麻醉为一名铁

路工人割除盲肠的手术过程.
“那位工人一直十分清醒.刀口缝合之后,他站起身来,径直走出了手术室.那位外科

医生仅在医学院里培训过三年,但却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就我们所见到的情形来看,消毒

过程都是符合规定的,医生看上去也完全了解他所进行的工作.整个手术仅用了二十分钟

便完成了.”②

落入明大使眼中的安阳,已是一所工业化城市了,拥有一百多家工厂,二百所学校,八家

影剧院.夫妇俩在其中一家剧院观摩了河南豫剧的演出.
明大使提到,这座城市是通往西边一百里外的林县的必经之路.那里有享誉全国的“红

旗渠”.看到这里,我心生感慨,不知今天的年轻人,还有几人听说过太行山区人民战天斗

地、改变生存环境的壮举.
明大使在文中也详细叙述了他在殷墟考古现场的参观,并指出,毛泽东也曾于１９５２年

到那里参观过.
“因为我父亲在１９１４年时发现,商代都城的所在地就在小屯村附近,且我在孩提时代,

曾多次到访过那个地区,所以我热切地盼望着故地重游.在博物馆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些出

①

②

引自明明德大使１９９８年提供给李彦的资料.
引自明明德大使１９９８年提供给李彦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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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文物的照片,还有一些从陵墓中发掘的样品.我们看到了一批陶器、青铜器、玉器、几片刻

有文字的甲骨,还有各种各样骨头制作的饰物.参观完后,我们被带到一个打谷场附近,眺
望原野.田里还残留着没有采摘的棉花,但是大部分庄稼都已收割完毕了.我们失望地发

现,文物挖掘之后,所有的发掘现场都被重新填平了,仅仅留下了一处,让参观者了解陵墓和

宫殿的形状.我希望,今后若有真正的出土挖掘在进行时,能够再次回来,并多花些时间在

此地逗留.”①

自从明明德离开他的出生之地,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他注意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人
民生活有所改善.而那正是他的父母努力工作所期望达到的.

“人民的生活是简朴的,但水平绝不能算低.去电影院的人很多,在公园里散步的人也

很多.所有的人都穿戴整齐.医疗保健系统非常便宜,甚至是免费的.中学教育也得到了

普及.这很不容易.”明大使对我说.
在中国任职期间,明大使曾三次到北戴河,寻找童年时留下的印记.明家旧日的别墅,

因为占据着当地景观的最佳位置,所以为中国那时的亲密朋友阿尔巴尼亚人所居住.１９８０
年,明大使离开中国之前,最后一次去故地凭吊,发现山崖上的那座别墅已荡然无存了,在原

址上耸立着一座高大的摩登酒店.
明大使说,他在其他亚洲国家也曾担任外交官多年,也许是因为没有经历过频仍的革命

运动冲击之故,所以那些地方的传统文化得以完善保存,人民也深以自己的文化遗产而骄

傲.但在中国,他却看到了某些不无遗憾的状况.譬如说清明节.他认为,中国的清明节起

到了凝固家庭的作用,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意义重大.可惜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

魅力却在逐渐减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冷漠,一切都变得商业化了

１９２２年,明明德八岁时,父亲曾赶着马车,带领他去拜访过袁世凯的老宅.据他回忆,
那个地方距离彰德大约三十里之遥.袁世凯的儿子是个胖子,年方十几岁.他从轿子上下

来,热情地迎接了父子二人.袁家大院里仆役成群,戒备森严.父子俩停留数小时之后,专
程到精心修造的袁世凯陵墓参观留影,日暮方归.

明大使详细地描绘了陵墓留给他的印象.那条青砖甬路足有三十米宽,通向一座大牌

楼.六根大石柱夹着五座大门.每根柱子的顶上都蹲着一头狮子,进门之后,两边各有一个

三四抱之粗的圆柱,上面的浮雕是松鹤的吉祥图案,沿途皆是石人、石马.
不难想象,这次童年时的远足在明明德心目中刻下了鲜明的印记,象征着传统文化中某

些值得留恋回味的东西.
在他七十年代回到豫北乡村故地重游的旅途中,明大使和他夫人乘坐的火车突然遇到

了紧急刹车.从车窗内探头朝外观看,他发现路旁正在施工,也许是某个民工的不慎,引发

了这场停车事故,只见几个身穿制服的中国人挥动枪托,把一个民工打翻在地,头破血流,嗷
嗷惨叫,却无人劝阻.这一幕骇人场景落入大使夫人眼中,使这位在加拿大温室中培育出来

的名门闺秀芳容失色,接连数天,惊魂甫定.
“我幼年时在彰德生活,早就见识过城门口笼子里悬挂着人头示众那种景象,所以见惯

不惊.但对她这种出生成长于中产阶级家庭中的人来说,如此血腥残暴的行为,是闻所未闻

的丑恶.”明大使依然是语速平缓,不动声色.他凝重的目光,落在客厅壁上悬挂的父母亲的

① 引自明明德大使１９９８年提供给李彦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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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像上,陷入了沉思.
怎样理解这桩小事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呢? 我心中充满了矛盾.身为中国人,又从

事着在海外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工作,但却免不了常常会带着审视与疑问的目光,打量我们

所继承的庞大复杂的遗产.

五

我的那篇英文报告完成之后,被收入了会议的论文集«沿着丝绸之路:中国历史、文学、
文化论文».２０１１年冬天,我把此书寄赠给明明德的独子肯尼教授之后不久,收到了明义士

的长女玛丽恩的儿子詹姆斯写来的感谢信.
“看到有关我外公和舅舅的许多趣事,我十分愉快.感谢你所做的一切.现给你寄去一

本我母亲撰写的回忆录«从彰德古城到华北解放区»,你也许会喜欢吧.
在中国出生的那些传教士子女长大以后,很多人都返回中国工作,有的是像我舅舅那样

的外交官,也有的是医生,护士,或者教师.例如我们这个家族,我母亲玛丽恩(中文名字叫

明爱美)和我姨妈弗兰西丝都是专职的社会工作者.在四十年代,她们俩都从加拿大返回中

国,帮助中国的战后重建工作.我母亲是随同联合国救济总署一同去的.也许你不知道,明
义士家族的第三代和第四代人,也继承了前辈的精神,继续为人民大众服务、献身公益事业.
我的女儿和儿子都选择了这条道路.”①

多年前访问明明德大使时,他曾告诉过我,大姐玛丽恩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４８年之间,一直

在中国从事战后救济服务工作.当时,玛丽恩在华北解放区,为她担任翻译的中国人叫韩

叙,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驻美国大使.１９７７年,明明德到北京就任大使时,宴会上碰到了韩

叙,他还曾经打探,“玛丽恩如今在做什么呢?”

１９７８年,玛丽恩夫妇曾带领子女同返中国,故地重游.２００７年,安阳市政府又特地邀请

明义士后代再次赴华,参观在故居遗址复建的博物馆.明义士的后人在安阳城里看到了他

们的曾外公外婆的故居,那里如今已建成明义士博物馆了.安阳市政府向他们赠送的礼物,
包括明义士当年在中国使用过的笨重的古董照相机,还有他早期发表的学术论文.２０１０
年,明义士的曾外孙再次应邀访问安阳.他赠送给当地教会一部明义士在１９１０年使用过的

中文«圣经»,并赠送给明义士博物馆两部书———多伦多皇家博物馆发表的明义士甲骨文

拓片.
翻开«从彰德古城到华北解放区»,我看到了玛丽恩之子詹姆斯撰写的“序”.里面的几

段话跃入了我的眼帘.
“在我所能记住的所有事物当中,中国,特别是河南省安阳市,是我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话

题尽管有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处于十分显赫的位置,但她总是无处不在.当我们外出到

餐馆就餐,或者我们为客人准备一顿特别的饭菜时,中餐总是我们的首选.饺子和酸辣汤以

前是、现在仍然是我们全家人最喜欢的美味佳肴.汉语是我母亲、她弟弟亚瑟和妹妹弗兰西

丝在一起谈话、并且不希望我们孩子们听懂谈话内容时所使用的语言.中国是我母亲把我

① 引自詹姆斯明义士赫梅尔给李彦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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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大并与我分享她的回忆和故事的地方.中国无处不在,我们在享用中餐使用筷子时有

她,我们在享用茉莉花茶时有她”
“来自于中国的新闻报道总是全家人最爱听的.当１９７４年来自于中国的考古珍品来到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还有后来的京剧团、中国杂技团的巡回演出时,我们总是立即停下手中

的事情,去观看展览或者演出,无论我们手中的事情多么重要”
“母亲在孩童和青年时期,在中国度过了一段最有趣味的生活.她对中国的热爱从未消

退过.在她整个人生中,我母亲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向她的人民讲述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事情,
并且鼓励人们对中国要更多更好地理解.要是知道她的故事即将用中国人民自己的语言带

给中国人民时,我母亲一定会感到非常幸福的我希望在明义士家族和中国人民之间持

续了四代之久的这种友谊万古长青!”①

读到此,我的眼前浮现出在一片烛火荧荧中捧着一只橘子欢欣不已的那个小女孩来.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明义士走了,安妮走了,弗兰西丝、亚瑟、玛丽恩也一一远去了.可他

们身后留下来的东西,令我们回味无穷.

２０１５年元旦过后,明明德的儿子肯尼教授到滑铁卢大学来办事,顺便来看我.品尝着

来自中国的龙井茶,他连连赞叹其清香爽口.闲聊间,他提到,祖父明义士在１９５７年去世之

后,祖母安妮把其毕生收藏的大部分中国文物都捐赠给了多伦多的皇家博物馆,但给三个子

女各自留下了一点,以资纪念.
这一点,我早已知晓.在１９９６年我与明明德大使交谈时,他就曾提及此事,并特意点

明,留给孩子们的甲骨文,是最好的几片.
很遗憾,如果当时我提出观看的要求,明大使是一定会满足我的.想到此,我猛然意识

到,１９９８年我收到明大使的那封信中,曾提到家中一共有３６箱文件要捐赠给加拿大国家档

案馆,也许,那几片最为珍贵的甲骨文也在其中?
肯尼教授坦诚相告,父亲明明德从上辈人那里的确继承下来了几片甲骨文.但在２０１０

年春天父亲去世之后,肯尼和妹妹萝拉整理遗物时,决定把全部文物遗产都捐献了给博物

馆,什么也没有保留.
“但是,我表弟詹姆斯应当还保留着他从母亲玛丽恩那里继承的那一份.”肯尼教授说.

“他瘫痪很多年了,一直坐在轮椅中.给你写那封长信,是他用一根指头慢慢敲出来的.回

味家族往事,是他最大的乐趣.”
我端出了盘桓在心中已久的疑问.“五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内疚之中.我不清楚,你父

亲是否读到了我从邮件中传去的那篇文章,我也不清楚,他是否因为读了那篇文章,情绪波

动,才导致了心脏病发作.你在检查他的电脑信箱时,能否”
“我无法判断,父亲是否读到了你那篇文章.接到消息后,我赶到渥太华时,父亲已经停

止了呼吸.然而,我想,你应当放宽心,无论他读到了还是没读到你那篇文章,父亲都一定是

含着满意的微笑,离开人世的.”
我沉默不语,耳畔再次回响起那首悠远的豫北乡间儿歌来:

① [加拿大]马里恩芬奇明义士赫梅尔:«从古城彰德到华北解放区»,中国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版,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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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红鱼儿,你在哪儿住?

(草于２０１５年２月)

李彦,女,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东亚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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