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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古典，還有海派的現代

● 陳緒石

張均：《張愛玲十五講》（北京：

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

在張愛玲研究每前進一小步都

緩慢而滯重的當今，中山大學中文

系教授張均新作《張愛玲十五講》

（以下簡稱《十五講》，引用只註頁

碼）知難而進，有較大的創新價

值。首先，張均力圖以作家「知音」

的身份評說張愛玲，這是該著的一

大亮點。一般而言，自二十世紀以

來，學者通常更願意逃離作家的磁

力場對文本做創造性解讀，設身處

地揣摩作家本心和作品原意，這種

解讀方式略顯守舊。不過，「誰解

其中味」意味¬，作家總是希望讀

者理解自己的苦心孤詣，當年迅雨

對張愛玲的批評引發張的反彈主因

在於，迅雨的批評路徑不適合張的

個性，因而他未成為張的知音。因

此，讀者的詮釋以至任意發揮可能

偏離作者的文學本意。《十五講》則

貼近張愛玲，意在聆聽她的內在心

聲，這是一種以作家為本位的文學

闡釋方法，重在探究張的文學本

意；同時，它還反駁了部分違逆張

原意的觀點。但張均的做法也有不

妥當之處。

在研究路徑上，《十五講》先後

探究了張愛玲的身世背景、精神世

界、文學淵源。具體而言，張均認

為張愛玲因其高門巨族的衰敗，故

只注重個人、家族的私人利益而不

＊ 本文為浙江省教育廳2011年高校科研項目成果，項目名稱為「金錢意識與張愛玲的

文學世界」（編號：Y201119839）。

在張愛玲研究每前進

一小步都緩慢而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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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得到關愛而缺乏安全感，因而在

作品中有一種惘惘的威脅、恐慌

感。所以，張大體上未走五四新文

學道路，而古典文人的經驗給予她

更多的啟示。她的文學創作主要是

《紅樓夢》等中國古典文學的延續、

發展。這種詮釋是有效的，一能揭

示張愛玲的獨特性——她的內心世

界容易與古典精神共鳴，古典虛無

是她的人生態度，執著於世俗物質

的歡悅是她的生存方式；二能解釋

在淪陷時期她為甚麼要固執地張揚

自己而無視民族大義；三能說明張

雖然未能免俗——其1950年代的小

說創作與政治關聯緊密，但這是被

迫捲入，《十八春》改寫為《半生緣》

便是例證。

張均的研究最有價值之處，是

將「《紅樓夢》」、「虛無」、「物質」三

個關鍵詞糅合在一起論述張愛玲的

古典特質。在「知音」張均的視界

中，張愛玲的文學創作繼承並發展

了《紅樓夢》等作品中的中國虛無哲

學精神與世俗物質主義，她的文本

流露出古典虛無思想與物質主義的

細節歡悅。應該說，這是一種高效

研究之路，作者把這三個看似不關

聯的詞彙有機地結合起來了。

不少人認為張愛玲的主要文學

淵源是《紅樓夢》等古典文學，但鮮

明地否認她與五四新文學有血脈相

承關係的學者不多；很多學人指出

張是一位虛無主義者，但能清楚地

辨析她的虛無思想出處的人甚少；

物質是張愛玲研究的一個熱點，但

指明張的物質主義內涵、屬性的論

文亦較少。所以，張均的研究雖不

是全新的開拓，但全面性無人能

比。以古典精神為視角解讀張愛玲

文學無疑是恰當的。張的作品常常

表現出人生虛無與世俗生活的眷戀

這種看起來矛盾的情感；但在中國

傳統文人的筆下，正因為人生苦

短、虛空，故在世的每一刻都應充

分享受物質的歡樂。因此，兩者並

不矛盾。顯然，唯有把握這種古典

情懷才能準確地解讀張愛玲，否則

在新文學與外國文學Ë我們都難以

找尋解密其文學神韻的精神資源。

《十五講》對張愛玲文學虛無的

本質屬性有精當的把握。在研究方

法上，張均採用了比較方法，一是

比較張愛玲與魯迅等人的差異，他

認為：「張愛玲的虛無，不宜在魯

迅、卡夫卡等（西方）現代主義譜系

中去尋求解釋。」（頁113）張愛玲是

中國的；二是比較中西虛無主義的

差異，中國虛無主義是表層的繁華

與本質的虛無同體，西方文化不會

產生這種虛無，只會出現魯迅式的

絕望與抗爭。

張均的論述還建立在反駁他人

研究的基礎之上。張愛玲是現代作

家，許多學者將她的虛無與西方現

代主義做比較，也有學人以基督教

末世論看張愛玲，此類從西方文化

尋找資源的研究取向遭到張均的強

力質疑。這種先破後立的研究表

明，張均非常熟悉該領域的研究狀

況，也有信心得出新的結論。

更為可貴的是，張均還指出：

「這不是說張愛玲與魯迅、卡夫卡

等無甚關係，而是說，張愛玲小說

是以中國文化為本，而西方的啟蒙

主義也好，現代主義也好，都是促

成她的中國傳統『創造性轉化』的條

件。」（頁113）這在《十五講》Ë是難

張愛玲的作品常常表

現出人生虛無與世俗

生活的眷戀這種看起

來矛盾的情感；但在

中國傳統文人的筆

下，正因為人生苦

短、虛空，故在世的

每一刻都應充分享受

物質的歡樂。因此，

兩者並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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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學術姿態，至少它表明張愛玲

的虛無不是純粹的古典，不過，如

能闡述西方現代文化如何成就張的

虛無主義，則會豐富張愛玲文學虛

無的內涵。遺憾的是，每每觸及該

問題，張均都迴避了，好像張愛玲

與現代並無任何關係。

迴避、甚至否定張愛玲的文學

現代性是《十五講》的一個缺陷。由

於張均以古典精神觀照張愛玲，似

乎認為這是她的唯一面孔，因此，

張均不免否定了張愛玲的現代特

質。不少學人研究過張愛玲的現代

性，張均在忙¬論述其古典精神的

同時對這類成果一一做了反駁。這

種做法顯然不無商榷之處，因為張

愛玲是新一代海派作家，不可能不

受到五四新文學與海派文化的影

響，論述其現代性是可能的也是必

要的。首先，在女性啟蒙上，張走

了一條獨特道路，她的小說基於七

巧（《金鎖記》）等女性的生存境遇闡

發她們自身的弊病，如人性缺陷、

精神依附等，這類主題凸顯了其小

說改造女性的願景。其次，雖然西

方的審美現代性很難在中國對號入

座，但1930年代的海派文學確有現

代主義的頹廢因素，而且，還有部

分小說反對現代工業文明，身處上

海又以上海人自居的張難免與現代

文化、先鋒文學糾纏不清。所以，

摘除張的多副臉孔係簡化了其文學

內涵。

《十五講》的最大缺點是張均過

於偏愛或執著於所選擇的研究路徑

與視角。然而，任何研究都有其有

效性，也有其不足。張均的研究路

徑是以作家為中心的「知音」路線，

切入點是作家的文學淵源，視角為

古典文學精神。但是，作為「知音」，

張均對張愛玲的認識、理解較為偏

狹，張的家庭背景固然最為重要，

可她到底還是社會的人。張均漠視

了都市文化、時代背景等社會因素

對張愛玲的影響，甚至不認可她是

海派中人，這造成的後果是作者筆

下的並不是一個完整的張愛玲。

茲舉一例。張愛玲的物質主義

是《十五講》的一個評說重點，張均

歸結為「天性，惶恐無端的身世之

感，經典的力量，皆促成了張愛玲

的物質主義」（頁293）。難道物質主

義就不是上海這座城市的特質？而

且，在張愛玲看來，女性是世俗、

現實的，她之所以戀物恐怕也是女

性的本性使然。所以，張愛玲的物

質主義有多重含義，並非張均所說

的那麼簡單。

在張愛玲的世界，拜金是戀物

的一部分，但古典精神似乎排斥拜

金，因為儒家世俗社會歧視商業。

張均就認為張愛玲拜金與個人天性

以及因在家Ë遭受挫折而致使的

「惘惘的威脅」有關（頁290）。《十五

講》Ë的第八講談到張的散文〈到底

是上海人〉，張均以為她「深得上海

人的精神氣韻」（頁226），這句話肯

定了她與上海有¬曖昧的關係，不

過，作為「上海人」的張愛玲究竟有

何特點，張均避而不談。

無需深究就能得知，張愛玲的

拜金還係上海所賜。她在〈童言無

忌〉Ë坦承自己愛錢，是上海小市

民（張愛玲：〈童言無忌〉，載《流

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06〕，頁3）。將拜金與上海市民

並置在一起�述，正體現了在上海

消費文化語境下市民的拜金特質。

作為「知音」，張均對

張愛玲的認識、理解

較為偏狹，張的家庭

背景固然最為重要，

可她到底還是社會的

人。張均漠視了都市

文化、時代背景等社

會因素對張愛玲的影

響，甚至不認可她是

海派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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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把握張愛玲，他的解讀未必全是

知音之言，這條為張均喜愛的狹小

「知音」路徑實在應予以拓寬。

事實上，張均不僅規避張愛玲

的上海人身份，也更未將她視為海

派文人，因為在他看來：「海派文人

眼中的上海，是摩登的、生猛的，

尤令內地沉悶鄉鎮上的青年產生無

限好奇。」（頁223）這顯然是一種誤

讀，因為當時的上海傳統與現代兼

容，並非純粹只有先鋒文化，海派

文人如1930年代的施蟄存、穆時

英，1940年代的張愛玲、徐訏等，

都有包容的氣度。如具體到張愛玲

的作品，在當時的內地人看來，難

道梁太太、葛薇龍（《沉香屑．第一

爐香》）、白流蘇（《傾城之戀》）、淳

于敦鳳（《留情》）等還不夠摩登？張

均迴避「上海」因素的主因可能在於

上海是一座包容的城市，上海的現

代性會賦予作家現代特質，而這與

他以古典文學精神為研究視角有所

悖逆。張均顯然偏愛且偏信自己的

研究視角，故張愛玲的文學現代性

未進入他的研究視野。古典視角的

有效性與有限性由此可見，它只關

注張的古典精神，而忽視、甚至否

定了她的多元文學內涵。

學者在從事研究的時候往往偏

愛自己選擇的視角，這情有可原，

但過於偏愛就會難免造成偏執。一

個內涵豐富的文學現象需要從多重

視角作出解讀，或許我們可以找到

最適合的視角，但這個視角仍不全

面，所以，任意否認其他視角的學

術價值不太恰當，有時還會導致較

為嚴重的後果。譬如，《十五講》偶

爾提及張愛玲與五四或西方的聯

繫，但這僅限於知識結構等表層，

認為在生命感受、�事哲學等深層

次上張仍是古典的。這基本否定了

張的現代內涵，同時也否定了張作

為女性作家的價值。試想，如果將

張的現代性抽取掉，作為女性作家

的張還有甚麼實質內容？因此，申

明自己視角的正確不一定就要否認

其他，強調張的古典也不必完全否

定張的現代，論古典向現代轉換從

而探究張古典精神的現代含義，這

更有學術意義。

所以，現代性是《十五講》必須

面對的問題。一方面，因強調張愛

玲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古典作家地

位，張均否定了她的種種現代性面

孔；另一方面，張均又不得不面對

她與五四新文學以及西方文化有密

切聯繫的事實。為了應對學術上的

尷尬，張均除了肯定張愛玲在淺表

層次上接受了西方現代知識外，還

提出：「張愛玲小說及散文的成就，

應該置放於古典文學傳統的現代

轉換的系統內加以評議。」（頁367）

但是，「現代轉換」也就意味¬張不

僅僅是古典的，還有深層次的現代

意義。譬如，施蟄存小說《漁人何

長慶》等的道家思想對現代文明的

批判可視之為轉換，從現代性角度

看，這是審美現代性（周憲：《審美

現代性批判》〔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5〕，頁151）。可在《十五講》，張

的現代性不在常見的文學現代性之

列，那她的「現代」究竟有何內涵？

張均另有一個說法，「置之古

典傳統的『創造性轉化』這一評價系

統內，對張愛玲當作如何評價？或

者，她模仿《紅樓夢》，那麼，她的

小說與《紅樓夢》之間是否存在差

張均顯然偏愛且偏信

自己的研究視角，故

張愛玲的文學現代性

未進入他的研究視

野。強調張的古典也

不必完全否定張的現

代，論古典向現代轉

換從而探究張古典精

神的現代含義，這更

有學術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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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假如有，那差距又是多大？」

（頁367）這真是奇怪的邏輯。所謂

的「現代轉換」或「創造性轉化」竟然

指向張愛玲的小說與《紅樓夢》的差

距，即以為張的文學史意義就在於

她與《紅樓夢》的差距。在古典文學

精神的範圍內，這個差距當然很

大。因此，無法而又竭力迴避張的

現代性不是明智之舉，因為當張

的作品只剩下與《紅樓夢》存在¬巨

大差距時，她的文學價值也就令人

存疑了。

《十五講》另一個必須面對的問

題是張愛玲的上海人身份。遺憾的

是《十五講》不認可張是上海人。如

果擴大學術視界，不將張局限在家

庭一隅，就會有不同結論：張不僅

僅是一個出身於高門巨族、接受了

《紅樓夢》影響的古典作家，她還是

一個在上海成長、認同上海的現代

作家。先看張均的一段話：

「反現代性」乃是建立在現代性的基

礎之上，而在「五四」以後，最大的

現代性就是通過啟蒙或救亡的手段

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而在張愛

玲筆下男男女女的生活世界U，連

這方面的信息都難嗅到一絲半縷。

這當然是出身舊式家族的張愛玲對

民族國家、正義理想諸般事物缺乏

興趣的結果。此即是說，張愛玲連

「現代性」都未必具備，何況「反現

代性」！（頁385）

這段話看似有學理，但遺憾的是，

張均還是忽視了上海。

近現代上海是一座具有殖民性

質的現代工商業都市，故上海的現

代性與一般所謂的「現代性」有所不

同，它不一定先有民族國家概念才

出現現代工商業，國外反現代文明

陰暗面的先鋒、時尚因素也登陸上

海，如新感覺派小說等。所以，從

「海派文人」角度看張愛玲，她的反

現代性不是沒有可能。當張穿上旗

袍或其他古裝炫耀時，難道她只是

一個古典主義者？她在與時裝界比

時尚、先鋒，而且，個性張揚也不

無對現代日常生活秩序作反抗的意

味。這或許就是張均欲說還休的古

典精神的「現代轉換」，現代是其必

備的含義。

還要指出的是，《十五講》完全

沒有必要在言說張愛玲古典精神的

同時否認她的現代意義，因為中國

現代文學的現代品格其實有兩大資

源：一是西方現代文化，一是中晚

明以來的哲學與文藝，後者以碎片

的形式存在，尚未形成體系；就對

文學的影響而言，前者顯性，後者

隱性。隱性的主因在於新文學力圖

扭斷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以西

方現代文化作為精神資源。張是現

代作家中為數不多的例外，她承續

《紅樓夢》等的古典文學傳統，難道

就不能延續《紅樓夢》等的現代人文

情懷？而且，這種人文傳統還可以

與西方文化聯合。所以，張應該是

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的作家，其文化

資源寬廣，中西兼容、古典與現代

並包。

綜上所述，《十五講》走「知音」

學術路徑不是不可以，問題在於作

者的學術視野應該更寬廣，張愛玲

的上海人身份不能隱匿不露；總結

張的古典文學精神並以之為研究視

角也有其合理性，但古典精神的

「現代轉換」一定要落到實處。張不

《十五講》走「知音」學

術路徑不是不可以，

問題在於作者的學術

視野應該更寬廣，張

愛玲的上海人身份不

能隱匿不露；總結張

的古典文學精神並以

之為研究視角也有其

合理性，但古典精神

的「現代轉換」一定要

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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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書法文化世家的生命基因

● 王田葵

《道州何氏》一書通過

作者多年對湖南永州

人文歷史的考察和研

究，從外內兩個側面

考察了道州何氏書法

文化世家賴以崛起、

取得成就和影響的

「健康基因」。

是一個單純的古典符號，家族衰敗

的陰影、個人童年的心理創傷，甚

至包括她戰時的體驗與現代上海的

先鋒文化因素諸如頹廢、虛無等確

有共鳴之處，否認這一點，就難以

曾昭薰：《湖南歷代文化世家．

道州何氏卷》（長沙：湖南人民出

版社，2010）。

中，文化精英輩出，文化成果不斷，

對推動中華文化發展產生過不可忽

視的影響和貢獻。曾昭薰的《湖南

歷代文化世家．道州何氏卷》（以下

簡稱《道州何氏》，引用只註頁碼）

一書，通過作者多年對湖南永州人

文歷史的考察和研究，從外內兩個

側面考察了道州何氏書法文化世家

賴以崛起、取得成就和影響的「健康

基因」。該書結語寫道：「道州何氏

家族是我國中晚清時期一個著名的

文化世家。它的崛起突厄而又悠

遠，它的成就厚重而又獨特，它的

影響深廣而又持久。它是湖湘文化

肌體上的一個細胞，卻又承載¬這

一文化全部的健康基因。」（頁279）

大凡皇權制時代士大夫文化世

家的生命傳承，必然受到外內雙重

生命基因的宰制：向外求索仕途功

名，並代代經營出耕讀、入仕傳家

基因；向內追求審美情感本體，以

之作為人生安慰、寄託、歸宿和方

向。這種精神基因恰恰是書法藝術

創新的動力。

看到張古典精神的現代意義。顯

然，《十五講》應該敢於面對而不是

迴避上述問題，因為這樣做有助

於揭示張愛玲古典文學精神的複雜

內涵。

在中國文化傳承的線索中，各

個歷史時期都曾有一批數代相傳、

各具特色的文化世家。在這些家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