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楼梦 #不可能
被超越$ 主要在于它对
一个古老民族的精神有
如此深刻的呈现% &

!曹雪芹是故乡作
家$ 他的写作信任'感
恩$ 他从来没有否定过
自己的生活世界% &

!"

傅小平! 要说某个作家接受怎

样的文学影响! 细究起来有一定的

复杂性"举张爱玲的例子!白先勇先

生说!她的文学风格似乎直接脱胎于

#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列传$等中

国传统的白话小说!她不像同时代大

多数作家那样!或多或少受了%五四&

新文化运动影响!反倒是喜欢张恨水

那样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所以!张爱

玲绕过了(五四&新文化那一段!她的

文字直接承接(旧小说&的叙述传统!

读来感到极为(正统&'

骆以军!后来我们才知道!张
爱玲在美国特爱看那些通俗的美
国电视剧"

傅小平!会不会因为在美国!她

一度得靠写剧本维持基本的生活)

不过!在西洋文学方面!虽然张爱玲

说过受海明威等人影响! 她还翻译

过*老人与海$!但据白先勇先生说!

实际上! 她迷醉的只是一些通俗英

文小说'有意思的是!她的写作自始

至终都没有沾染通俗小说的习气'

邓晓芒!我们今天达到了#红
楼梦$同样等级的纯文学作品并不
是没有!例如我以为!史铁生的#务
虚笔记$就具有这样的水平!只是
缺少像%红学家&这样一大批解释
者和阐发者!将里面的好处尽可能
地挖掘出来而已'但我们仍然不能
说!它(超过了&)红楼梦$!或者它
(不如&)红楼梦$' )红楼梦$没有被
超越!也不可能被超越!正如马克
思评价希腊艺术一样!它至今仍然
是一种(高不可及的范本&' 这主要
不在于这部作品在技术上 *结构+

语言+形象描绘等等,的登峰造极!

而在于它的艺术精神对一个古老

民族精神的如此深刻的呈现!这种
呈现只有在这个民族的精神已经
达到过熟但又还没有完全崩溃腐
烂的节点上!才有可能'

于 坚!问题在于!像都柏林
的乔伊斯+巴黎的普鲁斯特+布拉
格的卡夫卡一样!曹雪芹是故乡作
家!他的写作信任+感恩而不是批
判+抽离' 我这样生活过!他说的是
这个' 他从来没有否定过自己的生
活世界!整个)红楼梦$就是一个巨
大的美好的存在!进入其中!我们
感受到的是如何生活! 如何做人'

)红楼梦$ 之纯在于它是一种古老
的世界观! 对这种世界观的信任!

他不是批判者' 乔伊斯+普鲁斯特
都不是批判者' 但新文化运动盛行
的是本质主义的+ 观念化的写作!

写作有一种%拯救&%改造&的工具
性' 在二十世纪的写作中!故乡批
判!%生活在别处&%比你较为神圣&

居高临下的启蒙式写作+怀疑主义
盛行' 而卡夫卡是批判者!这导致
他的作品有点干涩' 但是他天才的
叙述将批判变成了一种存在式的'

)在流放地$!如果你进入!你看到
一个荒诞的存在! 一个卡夫卡王
国' 但是从外面看!他是一种对现
代性的批判+反讽'

傅小平!由卡夫卡想到鲁迅'

或许是因为精神气质有颇多相近

之处! 很多人会把卡夫卡比之于

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干将!鲁迅

%听将令&!自认为做的是%遵命文

学&' 与卡夫卡一样!鲁迅也是一

位批判型作家! 不是你说的那种

故乡作家!鲁迅对%故乡&有批判+

抽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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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小说是
从"红楼梦#开始的$有
必要给曹雪芹一个适当
的中心地位% &

!"红楼梦 #通过细
节而不是教条$ 和 "圣
经#一样指引人生$指引
人如何生活% &

!"

"微观#中国文化与文学传统系列之三

我们的文

学 史 太 僵 化

了"只是把 #红

楼梦 $ 看作古

代 章 回 体 小

说 " 而没有像

西方文学史将

%堂吉诃德 &看

作第一部现代

小说一样 "给

予它适当的中

心地位'

傅小平!显然!我们借程乙本(回

流&这个契机来谈*红楼梦$!不是要

把它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文学 (标本&

来谈!而是希望通过谈论来增进我们

的阅读和研究!让它成为常读常新的

源头活水'但*红楼梦$确乎被塑造成

某种放到神龛里的!难以企及的文学

标本' 我想!这会不会跟正统意义上

的文学史的构建有关'我们的文学史

通常把文学分为古代+近代+现当代!

*红楼梦$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范畴!

是作为(遥远的星辰&的存在!对于今

天一些读者! 尤其是年轻读者来说!

或许还没有国外的 *圣经$*神曲$来

得更有亲近感'

邓晓芒!我觉得!对于%正统&文
学史!除了那些受到非文学因素干
扰的地方应当视为败笔之外!不应
对作者的文学品味过于指责!因为
在这方面!并没有一种可以称作%正
统&的标准!只要没有让那些艺术上
不够格的作品也误入了文学史!谁
偏爱哪部作品或哪一类作品都应
属于正常范围' 当然!既然是文学
史!还是要对你为什么偏爱这些作
品讲出道理来!例如我偏爱)红楼
梦$!是因为我认为它代表文学主题
上的一次历史性突破*所谓%心灵和
心灵的冲突&,! 但这种道理不是排
他的+绝对的!有人就偏喜欢那种更
加古朴的+含蓄的!这取决于各人的
情感倾向和欣赏品味'

于 坚!文学史如果只是从预
设的本质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以为
就永远看不懂)红楼梦$!将)红楼
梦$读成阶级斗争!是一种拆迁式
的阅读!先预设一个立场 *图纸,!

然后用它去削足适履地套在作品
身上' )红楼梦$是气象万千的!我
相信其中也有所谓的阶级斗争!那
只是这棵巨树上的一个枝节'

宋广波!)红楼梦$本来就是常
读常新的' 同一个人!会因年龄+阅
历+知识增加等原因对)红楼梦$有
新理解+新看法' 不同时代!对该书
的解读也会有大大的不同' 这体现
的正是)红楼梦$的独特魅力'读)红
楼梦$!重在读原典!文学史对)红楼
梦$的定位!也是研究的一种!我们
只可参考而已!不必太看重'

傅小平!我想!如果能打破时

代区隔来写文学史!会怎样) 比如

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

把整个西方文学划分为贵族时代+

平民时代+混乱时代!同时把莎士

比亚作为经典的中心'如果以地位

和影响力而论!曹雪芹和他的*红

楼梦$! 即使不说作为东方文学经

典的中心!作为中国文学经典的中

心该是恰当的吧'这样一种由中心

向边缘的辐射力!该是能增强*红

楼梦$ 的向心力的' 照这么看!以

*红楼梦$作为观照!我们的文学史

书写!是否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白先勇!中国现代小说不是从鲁
迅!而是从)红楼梦$开始的' 但)红楼
梦$被看成章回体小说!是旧小说+古
典小说! 其实它非常现代' 我们看!

)堂吉诃德$ 被称为西方文学史上第
一部现代小说!被放在多重要的一个
中心位置!还有)包法利夫人$' 所以!

文学史有必要给予曹雪芹一个适当
的中心地位'我们的文学史看法太僵
化了!不敢突破!只是把)红楼梦$看
作古代章回体小说'

宋广波!把)红楼梦$作为中国
文学经典的中心!甚至是东方文学
经典的中心!一点都不过分'

骆以军!乐见如此' 但我的文
学教养和想象力还无法做这样的
推理'当今的中国人要面对不同阶
段的崩解+战乱+离散+贫穷!或是
自我意识的不断尝试涂描'我曾和
朋友聊天说!十九世纪+二十世纪
西方的长篇小说也好!)红楼梦$也
好!其实是帝国的产物!那时的长
篇小说! 就像现在无所不包的网
络 ' 现在的创作者像从豆荚里迸
出的豆粒!他没有之前制御千百年
读书人的那个画框保护了'几乎很
难有一个纯净的!没有血肉插满玻
璃渣子的古典心灵场域'

傅小平!画框保护的说法很有

意味!让我不禁想到一个经典作家

的中心地位!其实也是需要保护和

捍卫的! 因为文学标准的混乱!也

因为我们习见的!以各种名义对经

典的解构与摧毁!而最好的维护就

是深入而广泛的阅读和研究'

邓晓芒!文学史如果还要发展
的话!我想恐怕很难把一部作品或
一个人的作品确立为所谓经典的
中心' 我还是那句话!文学作品在
顶尖级别上不管立足于哪个时代+

哪个民族文化的土壤! 都是平等
的!都是一些不可企及的范本' 布
鲁姆当然可以独尊莎士比亚!但也
要允许别人崇拜荷马+ 但丁或歌
德!如果只凭地位和影响力来做标
准!未免有点势利眼' 中国文学史
中!除)红楼梦$以外!推崇)诗经$+

)离骚$+李杜和)金瓶梅$的也大有

人在!鲁迅甚至把)史记$称作%千
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于 坚! 我认为我们时代的
文学史不理解)红楼梦$的真正价
值'在我看来!)红楼梦$是)圣经$

那样的作品'

傅小平!怎么理解)是不是说

*红楼梦$和*圣经$一样!具有丰

富的原型内容)

于 坚!)红楼梦$和)圣经$一
样指引人生!指引人如何生活!做
人' 它通过细节而不是教条!)红
楼梦$就像一种中国庙会' 它已经
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小说!

)水浒$)金瓶梅$ 都还有传奇性!

)红楼梦$没有这种传奇性!它是一

种关于日常生活的经典!就像)诗
经$!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那种
级别的作品' 它像小说那样吸引
人!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

它教你做人!教你如何止于至善'

这个与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

加缪还不同! 他们的作品会导向
对生命的反思! 而曹雪芹暗示的
是空' 曹雪芹写的是如何!而不是
(什么&'卡夫卡+乔伊斯+纳博科夫
们都渴望这样写! 但是西方文明
起源性的

'

追问(什么&的惯性!制
约了他们的写作' 曹雪芹的写作
还不仅仅是主题+细节的如何!而
是(语言&的如何!他创造了一部曹
雪芹词典!语言就是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