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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鲁迅之所以不同凡
响!就在于他的语言暗示了汉语这
个传统的新的可能性!而他呈现的
背景也越发深不可测"鲁迅表面有
点#后现代$其实骨子里是#居敬$

的% 他最接近卡夫卡!但是比卡夫
卡感性" 卡夫卡感性太弱&他要反
抗理性的桎梏!但是已经没理性异
化像是没有身体的人的作品!这是
冷冰冰工业文明的后果"如果你读
了'红楼梦(再去看'在流放地(!后

者就像是一篇论文%

傅小平!怎么理解!

于 坚!曹雪芹不可进入!鲁迅
不可进入!他们就像原始部落的图
腾一样% 远远地感觉到那边有金字
塔就行了!进入其实是很虚妄的%经
济&商业&科学&技术都可以跟着世
界潮流去标准化&量化!文学却是要
保守% 我对文学要#走向世界$的口
号有所保留%#回到中国!守护汉语$

才是这个时代写作的大道%

!西方读者恐怕
很难进入"红楼梦 #$

因为不在场 $感受不
到细节%氛围%场& '

!深刻认识"红楼
梦#$还要引进不同民
族的思想%理论$参考
比较%交融互释& '

!"

像 #卡

拉马佐夫兄

弟 $%巴黎圣

母院 & 这样

的 '小说 ()

叫它们小说

其实并不合

适 ) 它们是

哲学 *神学 *

艺术 * 故事

的 综 合 体 +

%红楼梦 $也

是如此+

!在西方世界
里$ 石头是个对象
物$就不可能有"红
楼梦# 这样奇妙的
构思& '

!曹雪芹的石
头就是世界本身 $

它就是如此$ 如此
而已$ 只能在这块
石头中超越& '

!"

傅小平!说到这里"想起作家迟

子建在南京一个讲坛上谈到的三块

#石头$"她谈到%红楼梦&里的石头"

泰戈尔%饥饿的石头&里的石头"加

缪%西西弗神话&里的石头"当然还

有%聊斋志异&的石头"其他各式传

说中的石头' 虽然她说这些(石头$"

是想说明文学该如何借助想象的翅

膀"却给了我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因为通过)石头*这个意象"可以把

中西方文化贯通起来+ 极而言之"通

过这样一种比较" 或许也可以为不

同渊源的文学找到一种共通的文化

原型'

邓晓芒! 迟子建的演讲我没
听过 !估计她讲的 '聊斋志异 (中
的石头是指'石清虚(中的那块人
人都想夺取的异石! 爱石如命的
邢云飞其实已和石头合为一体 !

死后都要共葬一处% 这构想与'红
楼梦(中的#通灵宝玉$类似!都将
石头设想为有灵性之物! 甚至是
人的命运之符! 这显然与中国文
化中天人合一的基本模式相合 %

而在西方文学艺术中! 不论是大
卫战胜歌利亚的投石器! 还是西
西弗的滚石上山! 都只是把石头
当作人的操控对象! 似乎没有在
天然石头上寄托魂魄灵性这一
说! 除非经过人工雕刻成了男女
神像% 但我们设想史前人类对人
和石头的关系! 恐怕这两种情况
都有! 在原始人墓葬中曾发现有
石器陪葬! 也说明石头既是人的
工具!也是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人寄托情感和爱恋的对象%

于 坚! 所谓共通的层面!只
有对意义的勉强解释!'红楼梦(当
然有意义!诸如老庄&释氏&对儒家
的调侃% 但这些不是像'战争与和
平(那样直接的说教!而是盐巴% 文
学本是为仙人造像之事% 诗成泣鬼
神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伟大传统% 曹
雪芹写那块石头也是一样的!这块
了不得的石头!来自大荒山!是三万
六千五百零一块中的最后一块!相
当了得% 但是可大可小!居然是#扇
坠一般!甚属可爱)*托于掌上$%

而西西弗那块石头+,他每天要把一
块沉重的大石头推到非常陡的山
上!然后朝边上迈一步出去!再眼看
着这个大石头滚到山脚下面% 西西
弗要永远地&并且没有任何希望地
重复着这个毫无意义的动作% $后
者立即引向一种沉思!为什么-

傅小平! 这正是我要问的"为

什么!

于 坚!曹雪芹的石头!不是西
西弗一人之石% 而在曹雪芹的石头
里面!读者琢磨不透!我们都知道那
不是一块石头!那只是一个象征性

的对应物% 西方因神话而发明出原
型理论!因为西方神话过于超越!很
容易概念化&抽象化%中国神话就像
汉字一样!怎么讲都可以!这种神话
是开放式的&在世的% 比如曹雪芹
的女娲!他讲的不是补天!而是补
天的石头是什么石头!这个石头有
重量!也会变化!曹雪芹一开始就
说这块石头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
丈! 是存在于空间中的一个体积!

但是通灵后!可大可小!可以把玩
于股掌之间!这是一种平淡无奇的
神话!在曹雪芹的叙述中!读者不
会大惊小怪!就像是一个老古玩店
的老板在侃石头%一块石头将过去
当下未来和万古无限连接起来!有
无相生!恍兮惚兮!其中有象!热闹
中有一种虚无感!这不是观念观照
的结果!而是语词这种材料被敞开
之后生出的场所滋生的一种氛围!

也可以说!,气也$%

傅小平!如果要把这三块石头

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呢!

白先勇!不大好比% 在我们中
国! 石头有佛道方面的象征意义!

所以我们经常讲归真返璞!这个璞
就是一块璞玉! 一块石头% '红楼
梦(里灵石下凡!很重要的使命!是
到世上来补这个情天的%在西方世
界里!石头是个对象物!西西弗推
石上山的那块石头也是!所以在他
们那里不会有'红楼梦(这样奇妙
的构思%

于 坚!一定要比较的话!那么
这是一种世界观的比较%西西弗的石
头暗示着一种观念!无奈!无可救药的
现世%在现世!这块石头永远无法抵达
彼岸!只有抛弃它!超越这石头% 曹雪
芹的石头就是世界本身!它就是如此!

如此而已!超越不可能在别的石头上
超越!只能在这块石头中超越% '红楼
梦(写的不是单一的超越!而是每时
每刻的细节中的超越!与加缪的单一
的线性的超越不同%

邓晓芒! 沟通中西文化的当
然不只是石头!这只是一种象征%

人类最早就是从石器时代走过来
的! 当人赤裸裸地站在大自然面
前时!他就折腾那些石头!最终将
它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延长的
手$/!从此变得无所不能% 所以石
头在人眼中具有终极的魔力 !而
在文学家笔下! 当然就成了人类
文化最贴近的象征! 因而成了沟
通中西文化时最让人心领神会的
意象% 我历来认可人类文化同源
论!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不同文
化模式是如何从同一个源头中分
化出来! 继而朝不同的方向分道
扬镳的! 这对于我们返回到源头
来理解对方有重要的意义%

傅小平!我好奇的是"从同一源

头里分化出哪些模式!我想"应该不止

东西方两种文化模式'不过可以想见"

相比东西方文化交流"同在东方文化

范畴里"彼此之间更能相互理解一些"

东西方文化差异可就大异其趣了'

于 坚 !所以说 !西方读者要
进入'红楼梦(几无可能!除非他们
都懂汉语!'红楼梦(一旦翻译成拼
音语言! 那些美妙的汉字就消失
了! 语感也消失了% 只剩下意思!

而'红楼梦(要写的恰恰不是意思!

而是细节&氛围&场%你不在场你无
法进入'红楼梦(%'追忆逝水年华(

也一样! 翻译成汉语相当沉闷!它
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无边无际的细
节!美妙的在幽暗沼泽上咕噜冒着
水泡的法语!许多法国读者一再赞
美'追忆逝水年华(美妙的音乐感!

在汉语里完全听不到了! 发音不
同% '追忆逝水年华( 靠听的!'红
楼梦(要听也要看%

傅小平!还真是"如果诉诸听

觉"我们对一些作品会有很不一样

的感受' 我想所谓#读*书"该是至

少包含了默读和朗读两层意思"只

是到了后来"朗读这一层意思淡化

了'实际上"相比默读"我们听不同

语言的作品" 很可能会更有共鸣"

我记得略萨访华时" 听他朗读"虽

然听不懂具体的意思"却能听出某

种意思来' 扯远了"我们举石头的

例子想说明"引入一种比较文学的

视野"会否增进读者对%红楼梦&的

理解" 同时让世界范围内的读者"

得以从一些共通的层面"来理解像

%红楼梦&这样特别中国"或%追忆

逝水年华&那样特别法国的文学!

宋广波!真正深刻理解&认识中
国传统文化!认识'红楼梦(不是只
在中国传统里绕圈圈就可以的!还
要大量引进不同民族的思想&理论&

方法!参考比较&交融互释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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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胡适那篇
振聋发聩的'红楼梦考证(

*

初稿
+

写
成前两年

)

吴宓在哈佛大学中国学
生会做了一个以'红楼梦新谈(为题
的演说% '红楼梦新谈(是中国比较
文学的开山之作

)

开辟了红学研究
的新视角% 也就是说!

&""

年前!先
哲已从比较文学的角度 !给'红楼
梦(在世界文学范围内以应有的崇
高地位%今日需要我们做的!是在前
贤的基础上!将其细腻化&深刻化%

白先勇!夏志清先生就曾拿贾
宝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白痴(里
的梅什金公爵做过一个比较!他说
到两人极为相似!他们都身处一个
堕落的世界!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痛
苦!梅什金公爵最终成了一个#白
痴$!而贾宝玉抛弃了这个世界%梅
什金公爵以耶稣为原型%贾宝玉的
经历更像是写的佛祖前传!贾宝玉
跟佛祖一样历经荣华富贵!都看破
了生老病死%如果说佛教担负了人
类罪恶!贾宝玉则担负了所有的情
伤% 所以'红楼梦(也叫'情僧录(%

有人就说了!和尚不能有情!有情
不能成僧!这个就得另说了!对贾
宝玉来说!情是他的宗教信仰%

!"红楼梦 #不缺
好故事的维度& 但这
是基础$是前提 & 它
还(多)了些什么& '

!除整篇文字之
美外$"红楼梦#独立
成篇的诗词$也是整
体诗性的一部分& '

!"

傅小平 ! 要是以现代的眼光

看"%红楼梦&更像一部非典型小说'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们习见的典型

的小说"越来越成为一种单纯的叙

述体'但%红楼梦&不只是叙述"它综

合了多种文体"尤其是诗词'

袁 凌!在这方面!'红楼梦(时
常使我想到'卡拉马佐夫兄弟('巴
黎圣母院(这样的#小说$% 叫它们
小说其实并不合适!不同于那些以
讲好故事为唯一要务的现代小说!

它们是哲学&神学&艺术&故事的综
合体% '红楼梦(也不同于艺文志分
类的#小说$和现代语境中的小说!

尤其不同于当今强调#讲一个好故
事$的小说!它是诗性&哲学&世相
故事& 神话以致百科知识的总体!

比西方的同类作品更为广泛%

傅小平! 你提到的这三部小

说"不以讲故事为唯一要务"但都

讲了一个好故事' 可见故事在小

说里虽然不是必要"却是非常重要

的' 今天也有作家在小说里做#综

合*的尝试"但他们讲不好故事"就

很难说是成功的'

袁 凌!自然!'红楼梦(并不缺
乏好故事的维度% 红学中的草蛇灰
线& 织锦穿针! 都是对这方面的描
述!一章#刘姥姥进大观园$!就引来
数百年津津乐道% 没有宝黛情感故
事的曲折细致! 也不会让一个中学
生沉溺其中% 但这是基础!是前提!

却不是全部% 仅仅在故事层面去比
较'红楼梦(和'金瓶梅(!很容易得
出后者更为地道! 描摹世相更为曲
尽无遗! 在小说技法上更成熟之类
的观念!而'红楼梦(却显得不太像
小说!似乎#多$了些什么% 但这只是
狭隘的小说观! 是以非常局部的一
个层面来看待'红楼梦(整体的价值%

傅小平!或许是#多*的那一点什么"

才使得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红楼梦*'

袁 凌! 因此才有鲁迅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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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的效果%其实至少还可以加上两条+

过来人看见世相&文学青年看见诗%

无以名之!强名为总体小说!但仍然
跟当下一些人传播的#总体小说$概
念不同!区别在于像'

!",,

(这样的
小说!终究只是小说!并无类似'红
楼梦( 中情感的本体% 何况!'红楼
梦(除了像小说!还像诗%

傅小平!我听过一种说法"判定

后四十回是不是续作" 一个比较简

单的标准"就是诗词少了"而且诗词

水平远不如前八十回' 这样的判断

有没有道理另说" 很多读者也未必

介意"他们可能会跳过诗词不读"部

分原因正在于" 我们已经离开那个

语境"并且习惯读纯叙述的小说了'

白先勇!后四十回诗词歌赋写
得很好啊% !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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