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期
新批
评专 刊!

$ % & ' % ' % & (

!

!"#

!"#$%&!%$

责编
)

傅小平

!曹雪芹不是批
判" 他是存在主义的"

他只是在说此在"写他
这样生活过# $

!小说涵义被限定
得越来越小"使文学在
社会 %精神 %审美上的
价值萎缩# $

!"

曹雪芹

在不同语境

里用古诗词

来点题 !写

到 曹 操 的

"短歌行 #!

突然一阵悲

凉$所以!曹

雪芹是集大

成 的 一 个

人! 把那么

多文体合在

一起$ 白话

文 走 到 现

在! 也还没

提升到 "红

楼梦% 的地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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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感秋声抚琴悲往事"#写得就像
$楚辞%&曹雪芹把诗词歌赋写得那
么好#那么浑然一体#一方面是学
问#一方面是天才& 在$红楼梦%里
面#它们不是装饰性的#每一句诗#

每一首歌都是背后有含义的#都符
合做诗人的个性&曹雪芹还很懂得
吸取#他在不同语境里#用古诗词
来点题#写到曹操的$短歌行%#突
然一阵悲凉& 所以#曹雪芹是集大
成的一个人#他把那么多文体合在
一起& 当然#现在要这么做也不是
不可能#我们会说流行歌曲也可以
用啊# 但要用得好是个很大的挑
战&我们只能说#白话文走到现在#

也还没提升到$红楼梦%的地步&

邓晓芒! 中国文学的正宗是
诗# 小说是明清以来才蔚为大观#

但仍然被视为政治伦理和历史的
!通俗教科书"'袁行霈(#如$三国
演义%原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

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市井读物 & 这
种情况直到$红楼梦%才发生改变#

这部小说成了上流社会贵族子弟
们的宠爱#争相传阅&但中国古代)

近代小说仍然要借助于诗词来提
高自己的档次#这不单是$红楼梦%

如此#其他小说无不如此#动不动
就是 !诗曰")!有诗为证"'$红楼
梦%中这种抬头语倒是少见了(&

傅小平!倒是一个提醒! 要不明

白个中道理"很多读者会以为"中国古

典小说就是走的这个套路"实际上是

跟小说在当时的#边缘$地位有关的%

袁 凌!$红楼梦%除了整篇的

文字之美外#独立成篇的诗词亦略
无间隙地嵌入故事情节之中#成为
整体诗性的一部分&从情本体引申
的诗性#诗缘情的传统纽带#使得
这一引申自然天成#没有情本体的
深层前提和提供的动力#这些诗词
以至于$红楼梦%的语言#都会在某
种层次上失去审美魅力&

邓晓芒!现代青年读多了西方
小说以及!五四"以来模仿西方小说
而创作出来的大量中国现代小说#

大都已经失去了对文学的诗性感
觉# 特别是对汉语本身的诗性感觉
'如音韵格律等(# 这对于汉语文学
的创作和欣赏来说是特别可惜的
一件事&好在还有$红楼梦%在#可以
作为现代青年学习几千年积淀下来
的汉语诗化功能的最佳教科书& 我
建议#年轻人如果要读$红楼梦%#就
要有目的地先做一点准备#即复习
一下中国传统诗词格律的一般规
范#感受一下汉语字词的抑扬顿挫
和语感#而不要一味地只关注情节
和人物命运&否则的话#不如直接去
看$红楼梦%的电视连续剧'

&'($

年
版的(& 所以#忽视$红楼梦%中的诗
词)甚至跳过去不读是不对的#这种
图轻松的心态只配看电视剧&

于 坚!将$红楼梦%作为一种
中国式的$圣经%#居敬地读#而不
是读小说& $红楼梦% 就像路德将
$圣经% 翻译成德语& 语言就是存
在#$红楼梦%说的是存在#如何存
在&最起码#读这本书#你会知道何
谓生活#要怎样生活#怎样才是美
的)超越性的生活&

傅小平!谈美"谈超越性"于现

代人来说"恐怕很是隔膜了! 现在

人是不怎么讲超越的"讲的要么是

此处的"俗世的生活"要么就是&生

活在别处$的生活%

于 坚 ! 二十世纪是一个反
生活) 生活在别处这种思潮盛行
的世纪&故乡批判盛行#鲁迅的主
题也是故乡批判# 但是他的语言
巩固了汉语故乡# 这是鲁迅的悖
论&鲁迅是批判的#也是自由主义
的&曹雪芹不是批判#他是存在主
义的#也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作家&

他不批判 #他只是在说 #此在 #如
此& 鲁迅问为何#什么& 曹雪芹只
是写如何#我这样生活过&我的世
界#我在世&

傅小平!我在想"是什么导致

了故乡批判' 是社会进步论使然'

由此"凡是陈旧的"乡村的就是落

伍的"要批判的"是要我们促其进

步或旧貌换新颜的'

于 坚!二十世纪的故乡批判
导致拆迁的合法性# 曾经鳞次栉
比的四合院# 园林几乎无影无踪
了#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局面& 屈
原曾经忧愤不已的 !去终古之所
居"!离忧"!乡愁"重现#我们就像
楚国的难民&中国生活#就是$红楼
梦% 里面的那种生活世界已然淡
出#最后被顺理成章地拆迁了& 画
栋雕梁一根都不见了#我们今天是
在废墟上读$红楼梦%#这是一种悲
剧性的阅读&当你在一个没有邻里
关系的西方式的小区的钢铁防盗
门后面孤零零地读$红楼梦%的时
候#难道不感觉到那是一个黄金时
代* 一个梦*

傅小平!这个&梦$"不同于(红

楼梦)里的梦%

于 坚 !在 $红楼梦 %里 #!梦 "

并非超越现实的不存在的虚拟#在
中国世界观中#人生如戏#人生如
梦#这部戏不是贬义的#不是戏弄
人生& 所以#我们时代最深刻的悲
剧就是我们失去了!红楼梦"&人们
曾经那样生活&我们难道不应该这
样读$红楼梦%吗*海德格尔为什么
那样推崇荷尔德林的 !诗意的栖
居"* 因为西方也失去了它的 !红
楼梦"&

骆以军 !二十世纪我们的新
文化运动 #一百年来就是学习西
方现代小说的观测法 ) 运动感 #

我想对我们这代现代文学的学
习者来说 #启蒙时期约在上世纪
九十年代初 #那时没有铺天盖地
的网络 #一走进书店翻开的书是
福克纳 )马尔克斯 )芥川龙之介 )

卡尔维诺 #那时你不会有一种意
识

)

!我们的 $红楼梦 %& "就像如
果那时你是新电影的年轻导演 #

你有话想对这世界说 #你也不会
想到去拍 #想都不会想到 #去拍
一个 $红楼梦 %里那画卷般的女
孩吧 * 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文化上
的断裂 #当时置身其中的我不可
能发现 & $红楼梦 %如果在那时 #

没有碰到个高人老师指点你 #你
在那个年纪不会正襟危坐去读
它 # 在我这辈二十多岁时的悟
性 #是不可能全景展开这书的神
妙 )无限 )巨量的世情体会 & 譬如
现在读 $金瓶梅 %会叹服他的耐
烦 #读 $儒林外史 %会感激他做出
这样一个个心灵小宇宙的连续运

转 #但 $红楼梦 %真像是第一个有
博物馆胸襟同时加挂动物园 )天
文馆的创造格局 &

傅小平!#创造格局$这四个字

说得太好了"这正是我们现在小说

创作所极为欠缺的% 从某种意义上

说" 小说之可贵就可贵在它的包

罗万象" 中国古代作家就善于把

主流的经史子集也好 " 诗词歌赋

也好"还有不入流的各式边角料"

都转化成小说的素材% 从这个角

度看"我们今天该怎样来读"来学

习(红楼梦)'

骆以军!!我们"是谁
*

上世纪
三十年代在上海读张爱玲的 !我
们"#和七十年代在台北)香港读张
爱玲的 !我们"# 和新世纪我在北
京)上海遇见的张迷#未必是同一
组人& 即使是单一的个人#不同时
期阅读$红楼梦%所召唤)调度的感
性资源也大不相同&

宋广波!$红楼梦% 是文化小
说#$红楼梦%里不仅有大量诗词歌
赋#还有中国的儒道释#中国的经
史子集&如何把中国文化经典出神
入化地写进小说#为我所用#这除
了曹雪芹#别的作家很难有如曹雪
芹那样的成功者& 从这个角度#说
它是!一部非典型小说"#是可以成
立的& $红楼梦%里的每一句诗词#

每一副对联#都有作者的深意& 比
如元春在省亲时点的四部戏#根据
批书人批语#可知它暗含贾府的盛
极而衰的大势& 也就是说#我们读
$红楼梦%# 不仅要看字面的意思#

还要看作者安排这些戏目的深层
命意#当然有个前提#就是知道并
深刻理解这些戏目& 从这个角度#

我们必须充分理解我们的传统文
化#才能更深刻认识$红楼梦%&

傅小平!反过来说"通过(红楼

梦)"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传

统文化% 要从渊源上讲"我想中国

古代小说未必那么纯粹的"它有可

能是从经史子集"还有其他各种文

体中剥离*转化出来的%既然这样"

它自然而然包容了其他文体或是

其中的一些因子% 所以"中国古典

小说有总体性特征"是再自然不过

的事%相比而言"现在小说的写法"

多是直接从西方学来的" 看着太

#素净$了%

袁 凌! 对于今天的小说#$红
楼梦%的!总体"!本体"特征包含诸
多启发& 我在写作和发表小说的过
程中#经常遇到!这不像小说"的问
题#小说的涵义似乎被限定得越来
越小#只是讲故事& 这样固然有某
种便利和精确#却也使小说的概念
日益失效#也使文学在社会)精神)

审美上的价值日渐萎缩& 我们还敢
不敢像$红楼梦%那样跳出好故事的
藩篱和文体的定义去写 !小说"#或
者直接说是文本* 是维护中规中矩
的小说文体重要#还是富含多种维
度和价值)能够揭示人群心理同构
的$红楼梦%这样的文本重要*$红楼
梦%的长盛不衰和生生不息#以及
$卡拉马佐夫兄弟%在世界文学中的
地位#似乎已经提供了答案&

!在怀疑主义盛行
的时代"怀疑主义令作
家们失去了确立世界
观的能力# $

!我们的作家对自
己所属文化"理当有符
合实际的宏观研究与
基本判断# $

!"

傅小平!同样"(红楼梦)有着

怎样复杂的意蕴"是自不待言了%

不过我们现在很多写作恰恰走在

相反的方向上"形式是复杂的"意

蕴是简单的% 简言之"小说复杂性

的精神"确乎是被大大弱化了% 扩

而言之" 像小说这样的复杂性是

不宜低估的"它不只适用于写作*

阅读" 它也会拓展我们看待事物

的视界% 这个说法成立"该如何看

待(红楼梦)留给我们的丰富的精

神遗产'

邓晓芒!小说的复杂意蕴主要
和时代精神的思想丰富性有关#值
此中西文化深度碰撞之际#中国当
代文学有极其复杂而丰厚的文学
土壤#理应产生出足以成为世界文
学经典的大量作品来&但现实的情
况却不尽如人意#尤其在作品的复
杂意蕴方面#很少有能够和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 $卡拉马佐夫兄弟%那
样的巨著相媲美的作品&$红楼梦%

的文学土壤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
几千年的积淀#以及最后一个大一
统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契机#曹雪
芹把握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脉络#对
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营养作了几乎
是一网打尽的吸收#才成就了这样
一部旷世名作&而当代中国作家在
时代转折的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

却缺乏一副吸收丰厚思想营养的
肠胃&

傅小平!应该说当下能为作家提

供的思想营养是前所未有的丰富%

邓晓芒!当代中国作家普遍怀
有传统文人的士大夫情结#由于他
们所受到的教育和自身学养#预先
形成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
其身"的'儒道互补的(人格模式#

阻碍了他们用自己艺术的眼光去
挖掘现实生活中新冒出来的美的
元素&这种模式在曹雪芹的时代是
适合于创作的#因为他面对的正是
一个将传统中国人性的内在结构
都暴露无遗的时代#这种人格模式
给他凭借自己的体验和感悟深入
到中国人性的灵魂深处提供了极
大的便利&当代作家则面对着一个
崭新的时代#这是一个古老文明在
新的基础上重新起步的时代#重要
的不是我们以前曾经是什么#而是
我们将要成为什么& 这时#旧的人
格模式就会限制作家们的眼界#妨
碍他们以新的眼光对新的现实生
活做出新的思考和新的评价&

于 坚!$红楼梦%保守着一种
古老的世界观#天人合一#道法自
然#师法造化& 而今天是个怀疑主
义盛行的时代#怀疑主义最终令作
者们失去了确立世界观的能力&他
们只是些轻浮的机会主义者#怎么
都行# 写作被视为一种谋生工具&

$红楼梦% 是一个伟大的精神贵族
的傲慢作品&

白先勇 !学 $红楼梦 %当然不
能是原样照搬# 那就是学得再好
也只是

+,-.

# 跟曹雪芹那个时代
相比# 我们现在的家庭制度已经
很不一样了& 但我们这个时代的
人际关系还是很复杂的 & $红楼
梦%的主题其实就是人文#曹雪芹
以他的方式把这个人文表现了出
来& 但人文在不同的时代#当有不
同的表现& 所以#我们不能小看了
$红楼梦%在这方面留给我们的启
发和教训#在这一点上#跟西方经
典作家作品对现在英美文学)世界
文学的启发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