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論文

張愛玲的「超文典」表演書寫
●

張英進

摘要：本文從「超文典」的視角探索張愛玲作品的經久影響，重點議題之一是文學
經典（文典）的建構和重構，這裏張愛玲見證的是一個海內外學術界反覆爭論的從
反文典到另類文典或超文典的過程；重點議題之二是表演理論，其互動和複現機
制可以解釋張愛玲特殊的重寫欲望，從中文到英文，從小說、散文到戲劇、電影，
重寫不求翻天覆地的革命，但求人物與環境的變異；重點議題之三是書寫遊戲，
張愛玲以此不僅吸引了讀者觀眾，而且預設了批評觀點，最終超越文本內外，遊
戲歷史話語。本文認為「張愛玲學」不能只關心懷舊與神話，更應探索張愛玲作品
內部的「後懷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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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張愛玲學」：文學經典的建構和重構
本文討論的「超文典」概念取自戴若什（David Damrosch）為回應美國比較
文學協會 2004 年發表的十年一度的學科回顧報告而寫的文章。戴若什建議把
世界文學中「主要作家」和「次要作家」的傳統兩分法修改為一種新的三級劃分
系統：一是超文典（hypercanon）
，即那些老一輩的主要作家，他們歷經歲月的
考驗，直至現今所謂的後文典（postcanonical）時期，其魅力依然不減；二是反
文典（counter-canon）
，即「庶民的」
（subaltern）和「抗爭性的」
（contestatory）作
家，他們要麼使用在西方大學課堂不經常教授的語言進行創作，要麼使用強
勢語言創作所謂「次要文學」
，挑戰精英文典；三是影子文典（shadow canon）
，
即那些老一輩的次要作家，他們正漸漸地退出研究者的記憶 1。我認為在當
今世界的華語、華人文學中，中文圖書市場的「張愛玲熱」和中西學術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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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學」之所以經久不衰，主要是因為張愛玲本身的超文典性，這提醒我
們再次關注文典的建構和重構問題 2。
我曾撰文指出，從學術史角度來說，
「張愛玲學」
的起點應回到 1944 年 3。
當年胡蘭成作為《中華日報》總主筆，在上海《雜誌》撰文〈評張愛玲〉
，稱「魯迅
之後有她。她是個偉大的尋求者」
，因為張愛玲讓「文學從政治走回人間 ……
尋求 …… 自由、真實而安穩的人生」4。然而，至今學界還是傾向將「發現」
張愛玲歸功於夏志清，因為後者 1961 年初版的英文書籍《中國現代小說史》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以長於魯迅的篇幅醒目介紹張愛玲，而
其後該書的英文修訂版（1971）和中文版（1979）在海內外頗具影響力。在當年
的冷戰高峰時期，夏志清毫不掩飾地將張愛玲建構成對抗「一種不同於主要由
左翼和無產階級作家書寫的文學傳統」的一個反文典 5。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
發展觀相反，夏志清確定張愛玲是「一位抗拒時代精神的獨行天才，她才可能
對那個時代提出終極概括，其意義絕非一群在時代後面亦步亦趨的二流作家
所能比擬」6。這裏，夏志清指出張愛玲與時代既疏離（抗拒）又關聯（概括）
的特殊關係。
「張愛玲學」在半個世紀以來持續開拓張愛玲的反文典特徵，但張愛玲所
「反」的對象卻隨着海內外文學理論與方法的變遷而被解構和重構。在 1960 到
1980 年代期間，從夏志清到耿德華（Edward M. Gunn）7，新批評範式的文本
細讀挖掘了張愛玲作品中堪與西方現代文學相媲美的美學價值（如象徵、反
諷）
，顯現了與當年中國大陸廣為流行的意識形態批評截然相反的一條另類的
（alternative）文學研究軌迹。1990 年代以來，張愛玲一再被重新解讀，其創作
目的分別被重構為：或以日常生活顛覆「現代性」的宏大概念，或從「女性主
義」的角度瓦解中國的父權制度，或甚至走向類似「後現代主義」美學的語言遊
戲。周蕾突出張愛玲作品的細節碎片，以此責問
「啟蒙」
和
「革命」
、
「
『人』
、
『自
我』或『中國』等一系列理想主義概念」8。林幸謙描繪張愛玲一以貫之的女性
主義視角，指出其表現形式是以不同的手法反抗父權，如象徵性的閹割、肢
解、嬰兒化、女性化及以其他形式「妖魔化」各個年齡組的男性人物 9。黃心
村也強調張愛玲散文的性別批判精神：
「通過把男性的幻想轉變為敍事策略，
利用男性的聲音以增強作品的戲劇化色彩，張愛玲給她的文學世界及與之相
關更廣闊的現實，賦予了一種充滿自信而至於倨傲的性別批評方式。」bk
仔細閱讀 1990 年代以來的「張愛玲學」
，不難看出諸多理論重構之間的縫
隙、矛盾與悖論 bl。與周蕾「女性細節」的建構不同，王斑將張愛玲作品的細
節解讀為類似後現代主義的「漂浮的能指」
（floating signifiers）
，指出它們並無
深意，僅僅點綴仿象的表層，卻表達了張愛玲「對語言反映現實之可能性的懷
疑，對世事無常的感傷，對蒼涼、毀滅、死亡的悲哀」
，因此和魯迅的散文具
有可比性 bm。與王斑着意於語言與現實的距離不同，王德威指出張愛玲屬於
「小說中國」
的敍事傳統，以日常生活對抗政治歷史
（類似上述胡蘭成的觀點）bn。
令人驚訝的是，張愛玲「小說中國」的表述，尤其是她 1954 年的長篇小說《秧
歌》中塑造的飢餓婦女的形象，竟然預見了行將到來的歷史性災難（1960 年前
後的大饑荒）
，其筆下的「歷史」因此呈現為一頭深不可測的「怪獸」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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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張愛玲，研究者可以同時通過新批評、現代性、女性主義、後現代
主義等流行於不同時期的西方理論進行闡釋，說明她已經不是簡單的反文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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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另類文典（即上文提到的「另類的文學研究軌迹」）
，而是進入了超文典的行
列。從超文典的視角，王德威的「歷史怪獸」說敦促我們重新思考張愛玲與歷
史和時代的關係。我認為，張愛玲既不像夏志清所描述的那樣刻意「抗拒時代
精神」
，也不在乎對所謂的「時代提出終極概括」
，因為張愛玲的歷史觀是超越
時代的，她關心的首先是「小說」
（敍述）
，其次才是「中國」
（對象）
，而其「中
國」不是「概括」性的抽象的國族整體，而是碎片式的個體拼圖而成的人民 ——
如其 1947 年的〈中國的日夜〉中的詩歌所言，
「補了又補，連了又連的，∕補釘
的彩雲的人民」bp。
這裏我們不妨用敍事理論中的「歷史目的」
（telos）和「距離」
（tele）的差異
來闡釋歷史和敍述之間的張力。文學理論家史密斯（Barbara H. Smith）指出，
當代故事的敍述展開了歷史行程中已被跨越的距離，並將此距離保存為「從未
彌合的縫隙」
（a gap never closed）
；正因為這段距離「從未彌合」
，所以需要一
次次地重述（repetition）
，
「講述一個說不完的故事，這故事自己的角色就是
不可避免地重複 —— 然而，如同其他所有的重複，這裏的重複又總有不同，
可 能 總 是 擁 有 …… 改 變 性 的（transformative）
、更 易 性 的（alterative）力 量」
，
由此產生「非對抗的變異」
（alteration without opposition）bq。敍述因此相對於
歷史而存在，既在其中，亦在其外，而且具有變異的力量，但不必動輒就
對抗、顛覆。當然，並非所有的敍述都願意超越或疏離歷史，如被建構成中
國現代文學主流的現實主義就不然，因其目的是全面反映歷史，直接干預現
實。我認為，張愛玲的作品體現的是作為主流現實主義寫作之外的另類選
擇，是一種同時遊戲於歷史內外的超文典表演書寫，而表演正是其中關鍵的
關鍵。

二

表演研究：觀眾期待與批評預設

其實，學者所津津樂道的張愛玲的「參差的對照」美學本身，就是一種有
意的表演書寫方式，而這種表演書寫所建構的意義 —— 借用表演研究的理論
闡 述 ——「並 不 只 是 發 生 在 某 一 具 體 情 境 之 中（in）
，而 是 在 不 同 情 境 之 間
（between）往復展現」br，即在二者甚至多者的對應和互動之中產生。這類對
應和互動，用張愛玲的名言來說是「蔥綠配桃紅」的「參差的對照」
，而不是「大
紅大綠」的「強烈的對照」bs。
「參差的對照」所預設的結果完全不是翻天覆地的
「革命」
，而是「非對抗的變異」
，這類變異是超越二元對立、承認多元共存的
即此亦彼（紅綠之間的多層糅合）
，而不是水火不相容、斬釘截鐵的即此非彼
（大紅大綠的極端對立）
。用張愛玲在 1944 年〈自己的文章〉中的分析，
「強調
人生飛揚」的「超人是生在一個時代裏的」
，因此受制於特定歷史；
「而人生安
穩的一面則有着永恆的意味 …… 它存在於一切時代」
，是一切時代的共同基
礎，因此超越了特定的歷史 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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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理論所闡釋的交互性（interaction）和複現性（repetition）能讓我們更清
晰地理解張愛玲獨特的、超越歷史的表演書寫。誠如表演理論家謝克納（Richard
Schechner）所言，
「事件的本質不在於它的自身性，而在其交互性，因為，事
件發生和被感知的語境如此不同，使得每一次的複現瞬息生變」ck。換言之，
表演書寫所展現的意義不是單一的，而是即興的和多義的，變異（alteration）
因 此 成 為 表 演 書 寫 的 特 殊 功 能，既 凸 顯 其 意 義 產 生 的 不 穩 定 性 和 他 者 性
（alterity）—— 因為每次表演的所有因素（表演者、場景、觀眾等）都不可能完
全相同 —— 也開拓更多可替代的（alternative）和可更易（altering）的異質空間。
表演文本的意義因應每次表演者、場景、觀眾等因素的變換而更易或調整，
其結果是重寫文本（palimpsest）式的重疊和交錯，而不是一張白紙般的首創或
銷毀原文般的再創。作為「重現的行為」
，表演本來就是「能指」的不斷重寫，
我們因此必須轉移研究重心，關注表演在「複現」過程中所展現的那些異義和
新意。
表演理論可以解釋為甚麼張愛玲很少堅持某種片面、極端的立場，以及
為甚麼她要不斷地重新改寫自己的作品，從一種觀點到另一種觀點，從一種
語言到另外一種語言，從一種媒介到另外一種媒介 …… 永不滿足於單一的敍
述。借用《金鎖記》結尾的話，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
早已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 —— 完不了」cl。之所以「完不了」
，這
是因為表演書寫的交互性和複現性敦促張愛玲及其後續者 ∕後敍者進行不同文
本的重寫。如莊宜文的研究所示，該故事既有張愛玲 1943 年的中篇小說《金鎖
記》
、1966 年的長篇小說《怨女》
，以及張愛玲對這兩個版本的中英文互譯，還
有其他作者後續的改編或重新創作的舞台劇、電視劇和電影 cm。按張愛玲自
己的解釋，
「我的小說裏，除了《金鎖記》裏的曹七巧，全是不徹底的人物」
；
作為重寫的變異，二十多年後《怨女》中的銀娣自然回歸「不徹底的人物」
，以
證明張愛玲的原意：
「用參差的對照的手法寫出現代人的虛偽之中有真實，浮
華之中有素樸。」cn 這一表述再次闡釋張愛玲一貫的消融、化解極端的既此亦
彼的思維和表達。
「參差的對照」式的表演無疑是張愛玲書寫人生的一貫母題，表演既貫穿
她的人生，也塑造她的書寫。在題為〈私語〉的自傳式文章中，張愛玲這麼回
憶她的童年：
「常常我一個人在公寓的屋頂陽台上轉來轉去，西班牙式的白牆
在藍天上割出斷然的條與塊。仰臉向着當頭的烈日，我覺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
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人，困於過度的自誇與自鄙。」co
蘇偉貞認為張愛玲這一情緒如此激烈的私人化寫作屬於一種「書信演出」
，
「過
度的自誇與自鄙」之間所構成的戲劇性張力將伴隨其一生 cp。張愛玲似乎只有
通過無休止的重寫去改易兩極之間的「過度」
，尋求二者之間的平衡或交融。
「自誇」的例證可見於 1947 年在上海出版的《傳奇》的〈再版自序〉
：
「呵，出名
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cq；
「自鄙」或許在她 1947 年去
溫州探望出逃、出軌的丈夫胡蘭成後，回上海寫給後者的信函中有所反映：
「那天船將開時，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撐傘在船舷邊，對着滔滔黃浪，
佇立涕泣久之」cr；而改易後尋求平衡的自慰則可取 1954 年香港版《張愛玲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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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明白了一件事的內情，與一個人的曲折，我們也
都『哀矜而勿喜』吧。」cs 正如上述張愛玲典型的消融、化解極端的表述，她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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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一句話裏同時列出對立的雙方，讓讀者意識到其實二者共存於「參差的對
照」
：虛偽∕
真實、浮華∕
素樸、自誇∕
自鄙、趁早∕
太晚、快樂∕
不快、哀∕
喜、
紅 ∕綠 —— 這些文字也就逐一成為她表演的道具。
社會學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認為，
「表演是既定參與者在給定情境
下彼此相互影響的行為」ct。張愛玲的表演書寫預設了觀眾（如熱情的讀者、
背情的丈夫、同情的出版中介）
，為不同的觀眾而即興發揮（如自誇、自鄙、
自慰）
。當然，她的表演書寫更多地出現在小說中，重寫的人物和故事雖然似
曾相識，卻又有所改易，有時甚至出現意料之外的驚人變異。從這個意義上
說，自 1975 年動筆後幾度改寫、直到 2009 年才出版的長篇小說《小團圓》
，再
次見證了讀者觀眾與歷史情景（如冷戰、國家主義、全球化）的變遷與張愛玲
表演書寫之間三十多年不可理喻的互動，也展示張愛玲作為天才式的女性表
演者，在其 1995 年去世之後仍然保持着超越歷史的變異能力。難怪在《小團
圓》的結尾，她再次提醒讀者時空的相對性和敍事的複現性：
「二十年前的影
片，十年前的人。她醒來快樂了很久。這樣的夢只做過一次。」dk

三

書寫變異：遊戲歷史、超越時代

我在反思中國現代文學變遷的近作中提及，表演理論中的「遊戲」
（play）
概念提供了在文本世界中消解歷史暴力的可能，不僅可以重構無可挽回的消
逝之物，而且可在當下預先呈現新生之物。無論是對自身還是對他者，遊戲
都意味着更替和改易，它拒絕接受一成不變的分野和答案，反而謀求另類的
選擇。遊戲中充滿複現和模仿，講求角色的扮演和反串，其結局永遠是不可
預料和開放的，這就意味着它總在不斷進行場景再造，跨越時間、空間、性
別、種族以及一切既定的區隔。遊戲既可以建構如此開闊的場域，因此作者
可以策略性地把歷史中的各種力量置於其間，營建出一個虛擬卻富有想像力
的世界。對現實世界而言，它不是純粹的順應，亦非正面的反抗，而是創生
瞬息生變、模稜兩可的世界 dl。
雖然遊戲說是西方美學的一個傳統，但「遊戲」一詞在中國文化裏偏向貶
義，因而民國初年上海的文學雜誌經常力圖建構遊戲的正面形象。1913 年 11 月
30 日《遊戲雜誌》在上海創刊，其序言將古代歷史中諸多的豐功偉績一一比擬
遊戲：
「不世之勳，一遊戲之事也。萬國來朝，一遊戲之場也。號霸稱王，一
遊戲之局也。…… 顧遊戲不獨其理極玄，而其功亦偉。」dm1914 年 10 月創刊
的《眉語》也點明遊戲的變異功能：
「雖曰遊戲文章、荒唐演述，然譎諫微諷，
潛移默化於消閒之餘，亦未始無感化之功也。」dn 應該承認，這兩個表述與近
年西方的表演研究具有某些相通之處，當然後者更為理論化。
歐洲的遊戲語境與中國迥然不同。從詞源上考證，語言學家赫伊津哈
（Johan Huizinga）發現“play”源自古英語“plegan”和德語“pflegan”
，二者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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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
、
「承諾」
、
「冒險、把自己置於險地」的意思，因此，
「遊戲和危機、冒
風險、機遇、技藝這些概念處於同一語義領域，是在危急關頭的行為」do。這
裏，
「遊戲」一詞顯然蘊含「危險」的意思。人類學家特納（Victor Turner）深受
啟發，就此進一步闡發：
「歡樂嬉戲是恣肆而不加節制的，有時甚至是狂躁和
危險的，因此，既有的文化機制總是試圖對它加以控制 …… 遊戲無處不在，
無時不有，它模仿和戲仿一切，卻從不最終認同任何東西 …… 故遊戲 …… 可
能改變我們的目標，甚至對既定的文化現實進行改易和再造。」dp 特納既承認
遊戲的危險性，也指出遊戲的創造性潛能。
作為表演理論的重要概念，
「遊戲」創生了一種「中介區間」
（liminality，又
譯「閾域」）
。按特納的界定，中介區間遊走於現實的邊緣，是一種過渡的臨界
狀態，此間新舊並存，虛實相生，充滿風險和變數 dq。中介區間的功能在於
將正在經歷儀式的人置於脆弱和易於改變的狀態，隨時可能過渡到一種新的
身份，或者在幾種身份之間來回往復。在特納看來，中介區間因此展現了無
限的可能性，
「既不執著於自己的立場，也不站在任何其他的社會立場上，可
望構想出無數潛在的另類的社會方案」dr。這種對現實的替代性、甚或是可變
性構想，突出了表演書寫的魅力和潛力。
張愛玲的小說世界充滿了各種遊戲於不同中介區間的敍述。1943 年的短
篇小說《封鎖》就敍述了這麼一個暫時脫離日據上海歷史的中介區間：
「
『叮玲
玲玲玲玲』
，每一個『玲』字是冷冷的一小點，一點一點連成一條虛線，切斷了
時間與空間。」ds 在這個封鎖的中介區間內，已婚的華茂銀行會計師呂宗楨與
未婚的大學英文助教吳翠遠被困在電車上，無聊之餘開始調情，眉來眼去，
不由自主地「戀愛着了」
。直到「封鎖開放了，
『叮玲玲玲玲玲』搖着鈴」
，此時
吳翠遠「震了一震」才明白：
「封鎖期間的一切，等於沒有發生。整個的上海打
了個盹，做了個不近情理的夢。」dt 更不近情理的是 1943 年的中篇小說《傾城
之戀》的結尾，香港淪陷造就了一個中介區間，香港的花花公子范柳原和上海
新近離婚的淑女白流蘇真正戀愛並結婚了：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
個不可理喻的世界裏，誰知道甚麼是因，甚麼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
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 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甚麼
微妙之點。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來，將蚊煙香盤踢到桌子底下去。」ek 流蘇
笑吟吟的舉動是面對讀者期待的表演，因為「傳奇裏的傾城傾國的人大抵如
此」
，她也不能例外。
「到處都是傳奇 …… 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 —— 不問也
罷！」el 小說的結尾處就這麼重複了小說開頭第二段中的文字，而張愛玲的文
字遊戲回應了她筆下人物的遊戲，歷史也就變成她表演書寫的一個複現對
象。
「不問也罷！」—— 因為故事自然要重複，而且在不同的藝術媒介（如電
影）
、不同的文學類型（如續作）中重複 em。
張愛玲的人生經驗也充滿了中介區間。從 1940 年代初上海孤島的一夜成
名到 1940 年代末戰後的低谷沉迷，從 1950 年代初香港時期身不由己的「反共
小說」創作（如《秧歌》和《赤地之戀》）到 1950 年代中開始的美國時期欲罷不
能 的 故 事 重 述（如 英 文 版 的《北 地 胭 脂》[The Rouge of the North] 和 中 文 版 的
《怨女》）
，從 1940 年代上海小說中典型的蒼涼手勢（如《金鎖記》）到 195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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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至 1960 年代初香港電影劇本新穎的喜劇風格（如 1956 年攝製的《情場如戰
場》en）
，張愛玲在不同的表演書寫中變異自己的角色，既遊戲她的人生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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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的歷史，也遊戲她的讀者（包括學者）和他們的期待 eo。王德威認為，在
1994 年出版的《對照記》中 ep，張愛玲一反 1970 年代以降在美國極為低調的隱
居狀態，似乎演繹了一個從「自我流放到自我揭露」的中介區間的過渡，但這
演繹究竟是她為華文世界的張迷們提供了一個「意外驚喜的禮物」
，或是她為
他們做出一次「圖文並茂的訣別」
？王德威這裏的設問既尊重張愛玲「參差的對
照」的一貫作風，也保留後人模稜兩可的解讀方式，並畫龍點睛地將張愛玲描
述成「後現代主義的遊戲裏一個無意的遊戲者」eq。
從表演的角度看，我認為張愛玲的遊戲是有意、甚至刻意的。正因為有
意和刻意，她的遊戲並不接受後現代主義的制約，而具有一種跨文化禮儀的
原始性。因為其原始性，張愛玲的遊戲具有驚人的變異和複現的潛能。電影
《色，戒》
（2007）的編劇沙姆斯（James Schamus）這麼解釋在新世紀中張愛玲對
李安導演和其團隊的吸引力：
「張愛玲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種『行為』
（act）
，是
對中國 1940 年代佔統治地位的戰爭意識形態結構的抗議。」er 沙姆斯的「抗議」
一說有待商榷，例如李歐梵便認為李安「在電影中體現一種微妙而迂迴的言說
方式，而不是明顯的爭辯、抵制和抗爭」es。但沙姆斯使用「行為」一詞則再次
強調張愛玲表演書寫一貫的特性，而且一針見血地指出她的表演其實預設了
觀眾的參與：
「對於表演者來說，表演總是做給某些人看的行為。觀眾哪怕看
得再入神，對表演者的意圖也心領神會，深知演員的表演不是真實的，但同
時他們也知道，只有在『被表演』的情況下，表演者極力要表現的真實才能被
觀看到。」et 張愛玲寫於 1950 年間、其後多次修改的短篇小說《色，戒》就這
麼表演了民族主義和浪漫愛情的真實和不真實，而她自己也確定了作家像演
員那樣認同角色的經驗：
「只有小說可以不尊重隱私權。但是並不是窺視別
人，而是暫時或多或少的認同，像演員沉浸在一個角色裏，也成為自身的一
次經驗。」fk 這裏的經驗是一種作者或讀者在中介區間認同多種角色的可能。
到了 2007 年的電影《色，戒》
，李安更大膽地增加中介區間可能的角色，將跨
越歷史的文本內外的「表演者」—— 王佳芝（角色）
∕湯唯（演員）
∕鄭萍如（原型）
∕
張愛玲（作者）和易先生（角色）
∕梁朝偉（演員）
∕丁默邨（原型）
∕胡蘭成（他者）
等 —— 所「極力要表現的真實」
（如自我、身份、暴力、愛情、性欲等）彰顯得
淋漓盡致，驚心動魄，成為觀眾「窺視」
、想像、重寫、
「表演」張愛玲的一個
嶄新的文本 fl。

四

餘論：遊戲於歷史內外

我們現在可以從表演的角度重新回看張愛玲與歷史和時代的關係。作為
二十世紀 40 年代張愛玲在上海成名的一位扶持者，柯靈在 1984 年發表〈遙寄
張愛玲〉一文，文中感慨地評說：中國現代文學史幾十年來，
「偌大的文壇，
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fm。當時，柯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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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中國大陸的「文學史家視而不見」張愛玲「毫不足怪」
，但他寄希望於歷
史：
「往深處看，遠處看，歷史是公平的。張愛玲在文學上的功過得失，是客
觀存在；認識不認識，承認不承認，是時間問題。」fn 柯靈所指的「歷史」是大
陸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不論公平或客觀與否，如今張愛玲在中國大陸圖書市
場和學界不是默默缺席，而是無處不在，時間似乎已經澄清張愛玲的「功過得
失」
。夏志清在 2000 年抱病到香港參加一個關於張愛玲的國際研討會，時過境
遷，感慨萬千，不禁問道：
「不知怎麼地歷史的發展就站在我這一邊。這是怎
麼一回事呢？」fo 夏志清這裏所指的「歷史」是冷戰歷史，
「我這一邊」指的是
資本主義的全球滲透，他四十年前反對的共產主義陣營似乎已退出歷史，他的
《中國現代小說史》也被確定為「紀念碑式、開拓性的」
「經典著作」fp。
王德威比夏志清更進一步，將張愛玲尊為「祖師爺爺」
（後改為「祖師奶
奶」）
，並「帶出」一大批「張派作家」
，其中包括台灣的白先勇、施叔青、鍾曉
陽、朱天文、袁瓊瓊等，以及中國大陸的蘇童、葉兆言、王安憶等 fq。為了
確定「張派作家」的譜系，王德威從文學史角度概括張愛玲作品的「三種時代意
義」
：
「第一，由文字過渡（或還原？）到影像時代」
；
「第二，由男性聲音到女
性喧嘩的時代」
；
「第三，由『大歷史』到『瑣碎歷史』的時代」fr。王德威認為這
些時代意義凝結成一種另類的、被壓抑的現代性：
「她的頹廢瑣碎，成了最後
與歷史抗頡的『美麗而蒼涼的手勢』
，一種無可如何的姿態。正是在這些時代
『過渡』的意義裏，張愛玲的現代性得以凸顯出來。」fs
「由 …… 到 ……」的時代過渡是一個線性發展的時間概念，一般來說總是
後來居先，所以產生另一種表述 ——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從魯迅的「吶
喊」到張愛玲的「流言」和「私語」ft。但是，文學史並非總是單線性的發展，
而是充滿了反溯、輪迴、斷裂的現象，可以與所謂的「時代」
，或逆勢、反向
而行，或持空間上的平行（alongside）而形成一種外在（outside）歷史的狀態 gk。
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在「文字過渡」
、
「還原到影像」方面，1920 年代末、1930 年
代初上海「新感覺派」作家（如劉吶鷗、穆時英等）的成就並不亞於張愛玲；
在「女性喧嘩」和「瑣碎歷史」方面，五四時期的女作家（如丁玲、廬隱）早已挑
戰父權價值，為性別書寫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張愛玲列舉影響她創作的有
《紅樓夢》
、
《金瓶梅》
、
《海上花列傳》
、
《九尾龜》以及張恨水等風格不盡統一
的作品與作家，可見她並不是一位憑空創造一個新的江湖門派的「祖師爺爺 ∕
奶奶」
，而更確切地說是一位有選擇地集大成而又保持獨特風格的作家。
其實，張愛玲並不想承擔特定的「時代意義」
，並早於 1944 年就宣布：
「一
般所說『時代的紀念碑』那樣的作品，我是寫不出來的，也不打算嘗試。」gl 顯
然，張愛玲通過表演書寫「與歷史抗頡」的真正目的，不在建構文學史中聳立
的紀念碑（因為紀念碑會隨着時代的消失而頹敗）
，而在通過不斷的表演書寫
去解構和重構「歷史」
（因為表演可在不同的時代反覆進行，從而超越歷史）
。
張愛玲並不是一個歷史虛無主義者，因為她在戰爭時期清醒地認識到歷史存
在的「恐怖」
：
「人們只是感覺日常的一切都有點兒不對，不對到恐怖的程度。
人是生活於一個時代裏的，可是這個時代卻在影子似地沉沒下去，人覺得自
己是被拋棄了。」gm 正因為被歷史拋棄（而不是主動拋棄歷史）
，張愛玲讓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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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讀者能夠想像歷史內外的變異空間，想像自由進出歷史的可能 —— 即一
種表演書寫所提供的遊戲歷史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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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後六十多年出版的遺作《小團圓》中，張愛玲通過虛構的自我原型人
物盛九莉這麼回應 1941 年的香港，遊戲了國家主義的歷史 gn：
她希望這場戰事快點結束 ……
這又不是我們的戰爭。犯得着為英殖民地送命？
……
國家主義是二十世紀的一個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
國家主義不過是一個過程。我們從前在漢唐已經有過了的。
……
她沒想通，好在她最大的本事是能夠永遠存為懸案。也許要到老才
會觸機頓悟。她相信只有那樣的信念才靠得住，因為是自己體驗到的，
不是人云亦云。
這裏的關鍵是「自己體驗」
，即通過人物的表演所獲得的個體經驗，而不是「人
云亦云」
，重複宗教般的言說。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強調獨立思維，但張愛玲
顯然到老也並沒有「觸機頓悟」
。面對「永遠」的「懸案」
，她只能繼續不斷地
重複敍述。從 1992 年 3 月寫信交代宋淇和鄺文美、敦促他們「
《小團圓》小說要
銷毀」
，到 1993 年 7 月致信皇冠出版社編輯、解釋「
《小團圓》恐怕年內也還沒
寫完」go，張愛玲一直重寫自己的體驗。用她對同樣重寫多年的小說《色，介》
的評語說：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gp 正因其「惘然」
，更有待
「追憶」書寫。
從遊戲歷史的角度看，張愛玲神話自 1990 年代以來成為上海懷舊的一個
重點對象，這其實是一種歷史的反諷，因為張愛玲早就以「後懷舊」的重複表
演預設了這種懷舊。張愛玲去世後，
「美文作家」余秋雨寫了這樣的悼詞：
「是
她告訴歷史，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還存在着不帶多少火焦氣的一角。正是在
這一角中，一個遠年的上海風韻永存。」gq「不帶火焦氣」的文學在二十世紀並
非張愛玲首創（廢名、沈從文的小說可為證，而詩歌、散文方面的例子更是不
勝枚舉）
，可是何時這一特徵卻成了張愛玲獨家的「註冊商標」
？何況從《傾城
之戀》到《秧歌》再到《小團圓》
，
「火焦氣」不時瀰漫在她的作品之中。
「遠年的
上海風韻」揭示張愛玲作為 1990 年代以來上海懷舊偶像的魅力，可是類似的
「風韻」不只存在於張愛玲的文字作品中，更存在於張愛玲成名之前的上海畫
報（如《良友》）
、電影等都市文本中 gr。
張愛玲顯然比上海懷舊的推手們聰明，因為她承認懷舊的必要，所以提
供懷舊的意象（「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
，但同時又設定跳出懷舊的「後懷舊」
機制（「爬滿了蚤子」）—— 典型的「參差的對照」式的表演書寫 gs。她既彰顯
作為「美麗而蒼涼的手勢」的懷舊情緒，又指涉該手勢背後隱含的自我反思、
跨越歷史的體驗。無疑，張愛玲這裏的「手勢」是遊戲的手勢，早在 1947 年《傳
奇》的〈再版自序〉中，她就揭示了這麼一個淒涼徹骨的世界：
「將來的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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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斷瓦頹垣裏，只有蹦蹦戲花旦這樣的女人，她能夠夷然地活下去，在任
何時代，任何社會裏，到處是她的家。」gt 荒原暗示歷史的終結與後歷史的開
始，只有作為女性表演者的花旦（而非男性英雄）才能跨越時空界線，夷然地
遊戲於歷史內外。遊戲成全了張愛玲的角色經驗認同，也設定了她成為超文
典的根本機制。
在結束本文前，我們不妨最後看看張愛玲夷然地遊戲於歷史內外的又一
次精彩表演。1979 年張愛玲寫了〈把我包括在外〉一文，引用好萊塢製片商高
爾溫（Samuel Goldwyn）
「錯得妙趣橫生」的名言“include me out”
，以回應台灣
《聯合報》副刊「文化街」專欄要求她「填寫近址的城鄉地名與工作性質」的表
格。雖然張愛玲說她的地址和職業「又不是甚麼秘密」
，但她寧可寫了〈把我包
括在外〉這篇短文，進而反問編輯（及讀者）
「可否代替填表？」hk 填表是為了
確定個人身份，屬於檔案記錄行為，所以張愛玲既不願意一勞永逸地限定自
己（何況美國的加州並非她的最愛）
，也不允許他人將她蓋棺定論（如所謂的
「祖師爺爺 ∕奶奶」
、
「上海風韻」等）
。相反，張愛玲更樂意讓世人將她「包括在
外」或「排斥在內」
，因為她願意同時保留內外，拒絕線性的歷史發展觀和定型
的疆域化思維，指出定向思維的一錘定音的不合理性。在這個意義上，柯靈
所謂偌大的中國文壇自然無法將張愛玲排斥在外，因為文學史的排斥並不證
明她就不在文壇之內，何況文典尚需不斷解構和重構。而王德威的「張派作
家」譜系或許只不過將張愛玲包括在外，因為她畢竟更像夏志清描述的「獨行
天才」那樣，我行我素，一以貫之，通過複現的文字遊戲，一次又一次地推出
精彩的「把我包括在外」的表演書寫，想像性地自由進出歷史，跨越時代，最
終進入超文典的文學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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