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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 "西游
记#$"红楼梦# 的国
外影响$更需要有一
个 慢 慢 扩 散 的 过
程% &

!"红楼梦 #不必
在乎西方读者% '回
到中国$ 守护汉语(

才是中文写作的大
道% &

!"

!西游

记 " 更有世

界 影 响 #是

因为它吻合

了西方读者

对线性的要

求 $ !红 楼

梦 "没有线 #

它写的是一

个%在场&$

!读"红楼梦#必
须有清史的学术背
景$ 把它放在这个
年代里$ 方能获得
真知% &

!"红楼梦#在
情本体里融入儒释
道$ 把哲学思想文
学化)小说化)戏剧
化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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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坚 ! 鲁迅是强大的批判
者! 但鲁迅不仅仅是一个主题作
家!鲁迅的语言世界也是一个非线
性的王国! 他创造了一种怀疑气
氛!这种气氛在中国过去的写作中
前所未有!他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世
者"他的全部作品组成了一个金字
塔! 金字塔是碎片垒成的巨大氛
围" 他在一个更广阔的疆域继承
了曹雪芹式的碎片化写作"

傅小平!曹雪芹与鲁迅之间存

在怎样一种继承的关系!倒是一个

可以深入讨论的话题"他们身上都

有与我们这个时代不相匹配的重"

我关心的是!很多读者会否像疏远

鲁迅作品一样疏远#红楼梦$!虽然

是出于不同理由的疏远%

于 坚! 这个时代疏远 #红楼
梦$我认为是文化%世界观出了大问
题"曹雪芹不提供功利主义!他不是
救世主!像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
特一样!他们都是消极的作家!他们
仅仅这样存在过!这样在世"

傅小平!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

史'论!我们读(红楼梦$!赋予的也

只能是当代性的理解! 即使红学界

探轶派非要复原(红楼梦$人物情节

与曹雪芹生活时代的关系! 他们的

理解也脱不开当下的坐标% 我们也

知道!(红楼梦$没有写到具体时代!

但它似乎又很难超越那个封建时

代!因为要不是还原到那个年代!不

要说西方读者!就是当下中国读者!

也很难理解(红楼梦$里的情感和思

维模式% 从这样一个角度看!我们该

怎样理解(红楼梦$的当代性)

宋广波!&西游记$&三国演义$

&水浒传$!甚至&儒林外史$!都有明
确的时代'&红楼梦$则不然!它开宗
明义即宣示()无朝代年纪可考"*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红楼
梦$属于它创作的时代+,,清代乾
隆壬午-或癸未.的前十多年/ 这个
年代!是根据考索曹雪芹的生平年
代厘定出来的/ 在过去的一百年
里!无论是胡适开创的0新红学*还
是批判0新红学*的马克思主义红
学!都主张研究&红楼梦$要与研究
它的时代结合起来/ 它的时代!就
是清代乾隆癸未前的这一百多年
的历史/读&红楼梦$%研究&红楼梦$

必须有清史的学术背景!必须把&红
楼梦$放在这个年代里!方能获得真
知/ 需要强调的是!&红楼梦$ 的思
想%感情虽属于曹雪芹所处的时代!

但因为作者追问的是人生的大哲
学!而这种追问又以整个中国文化
为背景!故早已超越了时空!具有极
强的当代意义/

邓晓芒!&红楼梦$ 的当代性!

以及一切文学作品的当代性!只能
是人性的当下性/ 文学是人学!或
者用我的话来说!文学艺术是在一
个人性异化的社会中促进人性同
化的媒介/由这一最高抽象的本质
规定来看! 一切文学艺术的阶级
性%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性或时代
性都只是相对的!全体人类的共同
性和相通性才是绝对的/好的文学
作品一定是可翻译的!但也一定是
个别性的!符合0越是个人的就越
是世界的*这一原理/ 时代的变迁
的确使得不同时代的人们之间感
到陌生! 但通过读那个时代的作
品!我们才理解和体会到当时人们
的内心世界和外在生活!这是每一
个人都可能经历的/我们不可能再
生活在古代!但通过读古代的诗歌
和文学! 我们可以触发思古之幽
情!和古人相通/ 当然也不可能与
古人完全一样!我们有当代人的视
野!我们只是与古人进行0视野融
合*-伽达默尔.1 但也决不是不可

沟通!而是把古人的人性提升到普
遍人性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因此我
们可以比古人更好地理解古人-这
里的 0古人 *也可以置换成 0异国
人*%0异族人*等等./ 这些道理现
代解释学%美学谈得很多%很透/

傅小平!我对现代解释学不甚

了了%只是大约知道!伽达默尔等思想

家打破了*解释即还原'的禁令!还有

像哈罗德+布鲁姆认为&任何阅读都是

误读'%我印象中!翁贝托,埃科写过一

本薄薄的书!书名就叫(误读$!如此等

等!实际上都肯定了误读的正当性%但

以我看!他们理解和支持的误读!恐怕

是那种创造性的!有助于打开读者想

象力的误读!而不是那种无所顾忌-任

意妄为的-庸俗化的误读"要那样只会

使读者远离经典!我们读(红楼梦$亦

当如此!要是把里面宝黛钗的感情!误

读成现在意义上的所谓 &三角恋'!会

不会有些离谱了"

白先勇!对&红楼梦$!我们有
太多的误读!浅层次的阅读/ 宝黛
钗写的不是表哥表妹恋爱啊!诸如
此类很表面的东西/ 曹雪芹写他
们!重点也不在于写封建时代的感
情压抑!它的立意!比这个要高出
好几层/ 曹雪芹把情作为一种本
体!作为整个宇宙的动力/ 在情里
面! 他融入了儒释道三家哲学思
想/ 换言之! 他用最生动的故事!

最鲜活的人物! 最有意味的对话!

把这些哲学思想文学化% 小说化%

戏剧化了/ 再则!曹雪芹写父子之
情写得多好!贾政%贾宝玉父子是
相生相克的!一个信奉的是经世致
用的儒家哲学! 着眼的是仕途经
济1一个契合的是镜花水月的佛家
思想!看去都是浮世若梦/ 曹雪芹
把这些哲学思想!通过两个人物具
体地表现了出来/ 实际上!由这种父
子冲突延伸出来的夫权的象征性!

到今天还是我们文化里非常重要的
一环/ 中国的文化里!既有儒家的进
取!也有佛道的隐退!进可取!退可
守!三种思想相互调节!以至我们的
民族从没崩溃掉/

傅小平!仅从这一点上看!(红

楼梦$也是挺当代的" 四大名著里

(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在

深层哲学思想的战线上各有偏重!

但(红楼梦$演绎的是思想的总体!

更具概括性-现实感和穿透力"

骆以军!我并不觉得&红楼梦$不
当代!我们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
华$! 也从不觉得那些画面里的人物
光影过时/ &红楼梦$是一个不断打开
的!从一幅画透视又一幅画!这样的
感受长廊/ 回头看&红楼梦$!它几乎
是像琥珀的千万倍!像是骤然冰河

冻结住! 三百年前中国上层贵族家
眷的栩栩如生! 细节似乎可以用鼠
标按暂停!不断放大!包括当时房间
的屏风家具%字画%瓷器%茶器%衣
装%饮食%首饰22那是一个上千人
的工作团队无法复现的布景/ 那里

头的女孩儿!一个林黛玉!一个薛宝
钗!一个凤姐!一个秦可卿!一个史
湘云!一个妙玉!一个袭人!一个尤
二姐!一个尤三姐22天啊!这些人
物群的曲抝%缠绵!真是纳博科夫%

川端康成相比都稚拙了/

傅小平!相比(红楼梦$!(西游

记$ 作为原典似乎更容易被使用!

被打开" 这就可以理解!何以现今

(西游记$ 会在西方读者中有更大

的影响! 因为它的整个表意系统!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里都是比较

容易理解的" 同时!诸如(三国演

义$里的权谋!(水浒传$里的忠义!

无论东西方读者读来!也不会有太

大的隔膜"但理解(红楼梦$会难一

些!它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白先勇!&红楼梦$ 在国外影响
还不大! 也不太容易为国外读者接
受和理解!当然有哲学%文化上的隔
阂的原因/ 但我们也要知道!西方一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有了英语的
全译本/ 算来到现在也不过几十年/

再说!虽然这个译本已经译得很好!

但&红楼梦$语言那么丰富复杂!实
在是太难译了/ 所以!&红楼梦$在国
外的影响!不像&西游记$!它更需要
有一个慢慢扩散的过程/

骆以军!&红楼梦$确实是和&西
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 不一样
的次元物!如张爱玲说到!清代后来
的愤世小说!大致是&儒林外史$一
路的/&红楼梦$真的是个孤例!奇幻
的天才创造/ 如果我们的文学史能
朝&红楼梦$调一个时钟刻度!爬捋
到底这之间的断裂!很可能就是章
太炎%梁启超!挤满了这些人的逃亡
驿路吧/ 这样的还原自然是要加大
一个时间连续体的想象/

傅小平!朝(红楼梦$调一个时钟

刻度!真是奇思妙想" 要调了!会怎样)

骆以军! 我是在一个对西方%

现代充满欣羡的年代长大的!想想
我们抬头看着光屏上巨大的好莱
坞男女明星谈恋爱!拔枪射杀敌方
牛仔!乃至于星际间的战争/ 但这
两年我特迷看大陆的鉴宝节目 !

&华山论鉴$啦!&寻宝$啦!宋代不
同窑口的青瓷%白瓷!明代不同皇
帝时不同讲究的青花!更别讲清三
代的官窑!珐琅彩%粉彩!乃至晚清
至民国粉彩!帝制崩解以至景德镇
出现珠山八友这样的艺师/那样的
漫长时间长成的美感%哀感%迂回
隐密的叹息!它很怪!反而在大数
据的信息海洋里!经得起现在这种
数亿万的神经触须的点燃与耗尽/

傅小平!我们这一代!或几代

人都深受西方文学影响" 不过这其

中的大多数!无论年轻时怎样迷恋

外国文学!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

又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了"

这像是一种回归!无论你走得多远!

你生长在这个文化环境里!最后还

是会回到自己文化的根上来"

骆以军!譬如张爱玲!譬如顾
城/ 不只他们的作品!且还延续他
们选择的生命方式!其实都是某种
对于他们当代的对抗和逃脱!最后
的场面或空了!或恐怖/这种0不可
能见容于此在的这个世界*的对抗
性!不是卡夫卡这样的作者给予我

们的现代意识吗
'

如此!我感觉晚
近一些大成本制作的好莱坞

(

或中
国

)

电影%电玩!反而退化 %将人类
心灵的可能想象弱化了/ 像&红楼
梦$那种发着光!无限晶莹剔透的!

有性灵与才华的生活方式! 多么
难 !多么奢侈!要怎样套脱铸模一
个天才的生命史!才能吹玻璃管吹
出那样一个繁簇世界/

傅小平!没错"(红楼梦$写的就是

繁簇世界"读完(红楼梦$再一回想!它

的确给人花团锦簇的感觉!每一朵

花都是一个世界!花与花的层层叠

加!又融汇出一个更大的世界"

于 坚!&西游记$有一条线!虽然
这种线随意性很大!它不像托尔斯泰
在写&战争与和平$时!要画一张精确
的人物性格%故事线索图!就像施工
图那样/但是&西游记$吻合了西方读
者对线性叙事的要求/ &红楼梦$没有
线!它写的是一个0在场*/ 西方也没
有多少读者喜欢读乔伊斯% 普鲁斯
特/那个场很难进入!它要求通灵的%

纯粹的读者/ &红楼梦$有章回!但其
实他已经暗中突破了! 读者找不到
线!所以真正喜欢&红楼梦$的读者并
不多/ 它是语言的细节!如何说的细
节!而不是线的细节/

傅小平!相比而言!西方世界更

偏于线性思维!比较讲秩序!还有逻

辑的步步推进"要这么说!让西方读

者接受(红楼梦$岂不是更难)

于 坚!我以为中国文学不必
在乎西方读者/文学应该在乎的仅
仅是汉语/ &红楼梦$如果西方读者
无法接受!就像中国读者很少有人
能够进入 &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
华$!东西方在最黑暗处存在着无法
逾越的语言之墙!这正是文明的伟
大魅力/

傅小平! 问题是不 &走向世

界'! 或许就打不破东西方文化的

隔膜和迷障"

于 坚!隔膜是必要的/ 诗可
群!曹雪芹作为伟大的作者!他要
0群*的是那些汉语读者!而不是世
界读者/ 乔伊斯为英语写作!普鲁
斯特为法语写作!卡夫卡为德语写
作! 而保罗3策兰在对德语的仇恨
中用德语写作!不是吗4

傅小平!但我们还是引进了乔

伊斯 -普鲁斯特 -卡夫卡 !还有保

罗.策兰% 很多读者对这些作家-

诗人投注的热情!恐怕不亚于曹雪

芹和(红楼梦$%

于 坚!其实如果要向世界告
知的话!只要让世界读者感觉到中
国有 &圣经$&尤利西斯$&伊利亚
特$&追忆逝水年华$之类级别的东
西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方法!值得
研究/ 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
好!他们只是将他们那些经典作为
一个背景!比如小川绅介!他的电
影只是在暗示他后面有一个更悠
久黑暗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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