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小说《科尔沁旗草原》

是一个复杂的存在。端木蕻良写作它时年仅 21

岁，却驾驭了这样一部具有史诗般风格的宏阔题

材，其中囊括了家族的兴衰历程、对立阶级的复

杂斗争以及知识分子充满矛盾的心灵纠葛等。

经 历

端木蕻良出生于 1912 年，他所在的家族是

辽宁昌图一个占据着大片土地的豪门大族。端木

自小便过着优裕富足的生活，同时也见证了这个

大家族的贵族生活得以持续运作的种种结构和

模式，以及祖辈的开拓进取、乐观、冷酷和后辈子

弟的荒唐败坏，更深切体验到了因其母族与父族

地位悬殊所造成的两个阶级之间的固有矛盾。端

木的母亲出身佃户，被父亲抢亲抢到了曹家，受

尽了辛酸和苦楚。所以，把母亲的遭遇写出来，一

直成为端木创作的重要动力。他在《我的创作经

验》中曾经这样说过：“我写的第一部小说是《科

尔沁旗草原》。从有记忆的时候起，我就熟悉了这

里面的每个故事。在不能了解这些故事的年纪我

就熟悉了它。小的时候，我看了过多的云彩和旷

野，看了过多的老人的絮叨和少妇的哀怨。我母

亲的遭遇和苦恼尤其感动了我，使我虔诚的小小

的心里埋藏了一种心愿，我要为我母亲写出一本

书。这种感情非常强烈，一直燃烧着我，使我没有

方法可以躲过去。”早年对贵族地主生活的熟悉，

对父族和母族矛盾的经历，都成为端木创作的重

要资源。

11 岁时端木蕻良被送往天津读书，接受了

新式教育，接触了先进的西方文化。这使得他可

以用新式的思想和眼光重新审视自己家乡的一

切。在他1940年写作的《科尔沁前史》中，他详细

叙述了自己家族的发家史与衰落史，并对自己家

乡的社会结构作了较具体的描述。

可以说，《科尔沁旗草原》中的很多故事和人

物在端木蕻良的早年生活中都能找到原型。小说

中随处可见端木蕻良个人经历的影子：无论是对

科尔沁旗草原社会结构的描述，还是对丁家兴衰

的描写；也无论是丁宁的成长轨迹，还是小说中

诸多人物的命运勾勒等，大都脱胎于作家本人的

成长经历。关于这一点，端木蕻良在《我的创作经

验》中写道：“……所写的人物和故事都是真人真

事做底子的。这并不是我的初衷，而是为了把文

章赶快完成的原故。有了真人真事做底子，容易

计划，容易统一，不致张冠李戴，行文方便。但也

有时反而误事，就是脱不开原来计划。真事和故

事纠缠在一起，在《科尔沁旗草原》的原稿上，有

许多地方把‘丁府’误写成‘曹府’，便是一例。”由

此可见，端木蕻良儿时大家族的生活经历，他于

此间的所见所闻，父族与母族社会地位的悬殊与

落差，母亲经历的影响，以及他后来在天津等地

的求学历程等，构成了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形成

的底子。

体 验

体验有别于经历，它是作家对自己所经历的

生活的最深切最真实的感受。一个作家敏于关注

生活，敏于感受生活，那么他的体验也往往越丰

富。体验产生于作家对自己所经历生活的敏感，

它也最终会“逼迫”作家形成不吐不快的创作冲

动。因而，发自于作家生活体验的作品往往可以

达到艺术的真实，也往往会成为可以打动人的经

典作品。

给予端木蕻良创作体验最多的当属“土地”。

他在许多文章中都曾提及“土地”之于他创作的

意义。“土地传给我一种生命的固执。土地的沉郁

的忧郁性，猛烈的传染了我，使我爱好沉厚和真

实，使我也像土地一样负载了许多东西……土地

使我有一种力量，也使我有一种悲伤……我活着

好像是专门为了写出土地的历史而来的。”“土

地的荒凉和辽阔”传染给端木蕻良以“忧郁和孤

独”，土地塑造了端木的创作性情，“这种感情的

实质表现在日常生活里就是我的作人的姿态，表

现在文章里，就是〈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

〈大江〉〈大时代〉……”（《我的创作经验》），因而，

土地和关于土地的历史，成为端木蕻良创作的内

在动力，而这也形成了他对土地最深沉的体验和

感受。

土地的历史，即是生活在那片大草原上的人

们的生活历史。端木蕻良不止一次地提到生活之

于作家的意义。“文学家是从生活里钻出来的哲

学家。从白纸黑字里钻出来的哲学家代替不了他

们的工作”，正是因为熟谙于家乡人们的生活，并

激动于这样的生活，才形成了《科尔沁旗草原》这

部小说。“在那个大草原上，我看到了无数的黔首

愚氓、旷夫怨女，他们用他们的生活写出了我的

创作经验。假如我还有一点儿成就，那就是因为

我是生活在他们里的一个”（《我的创作经验》）。

我们看到，在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中，丁家

的兴起与衰落、丁黄两家众多个性丰满的人物，

丁宁的心灵世界，以及丁黄两家的矛盾冲突，是

小说最引人入胜的部分。而这恰恰与端木蕻良的

个人生活体验密切相关：他对东北乡村社会及乡

村生活的了解，尤其是对贵族大地主家庭生活的

熟稔，对母系一族所代表的劳苦民众生活的深

谙，对父族和母族之间的斗争和矛盾的深切感

受，构成了他最重要的生活体验。出自于体验的

乡村书写成为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中的亮点。因

而我们发现，在对封建地主家庭的叙写中，尽管

端木从理性上认识到了这个家族所存在的种种

腐败和堕落，但他却没有对其作出单一的价值评

判，而是饱含深情地描述了自己祖辈的智慧、能

力和旺盛的生命力。正如夏志清先生所说：“同茅

盾、巴金、老舍一样，端木也为自己周围的家庭、

乡里与社会腐败堕落，感到压抑苦闷。前三位比

端木年长的作家，只是通过他们在《子夜》《猫城

记》与《家》里的代理人，阐明种种救国的途径，端

木则是从内心深处体验到他所继承下来的土地，

那原始而肥沃的原野，尽管在它身上滋生着渗透

着封建气息的僵尸——地主老爷太太们，但却是

那么富于活力。这土地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的生动见证。”可以说，对这些生活的深入体验

和感受，避免了端木蕻良简单的理性批判，而是

让读者随着小说的描述沉浸到了这个封建大家

族的血肉肌理之中，从其中感受家族中那些具体

鲜活的存在。因而，这份切身的体验构成了端木

蕻良创作的基本源泉。

理性认知与新思想

作为一部叙写家族命运和乡村社会走向的

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的规模庞大而复杂。

要驾驭这样一个题材，对于年轻的端木蕻良来

说，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需要梳理自己

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将它们有机地融合于小说的

宏观架构中。

我们可以从小说中丁宁充满矛盾和纠结的

心理活动中看到新思想的作用，而这也与端木蕻

良早在11岁便去天津接受新式教育的经历有极

大关系。从小说的情节走向、丁宁对充满现代意

义的完美人性的期盼、关于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

的描写，以及充满宏大叙事的结尾来看，端木蕻

良的新思想在小说中发挥了明显的理性引导作

用。这些发自理性认知的新思想左右了小说总的

发展方向，同时也从宏观上建构了小说基本的叙

事体系。

那么，这些理性认知和新思想反映了端木蕻

良的何种创作宗旨呢？在《科尔沁前史》中他除了

详述自己家族的兴衰和家乡诸事以外，还描述了

日俄战争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以

及东北因此所受的重创。“我亲眼看见了两个大

崩溃，一个是东北草原的整个崩溃下来（包括经

济的、政治的、军事的）；一个是我的父亲的那一

族的老的小的各色各样的灭亡。这使我明白了许

许多多的事务。就像在一个古老的私塾里我读完

了我的开蒙的一课一样。”由此可见端木蕻良创

作小说《科尔沁旗草原》的初衷：他并不满足于对

自己家族历史的叙写，而是对土地的历史——东

北草原的史诗般谱写，通过记录这片土地的历

史，来映射整个民族的创伤和新生。

仅仅描述一个旧式贵族家族的兴起与衰败，

不足以实现端木蕻良的民族史诗的谱写。因而，

这需要在家族叙事之外加入其他社会力量的描

写。我们看到，除了主人公丁宁以外，小说中还有

另一个重要人物大山，他作为佃户黄家的代表人

物而出现，集中表现了东北草原中的另一股力

量。小说显示，尽管从属于两个对立的阶级，但丁

宁对大山的性格是非常欣赏的，而这事实上根源

于作者端木蕻良对理想人性的期盼。这一点同样

可以从小说中多次出现的丁宁对理想人性思考

的心灵自白中得到佐证。

“……可是，我昨天决定帮助大山的决定，又

怎样呢，我还应该拯救他吗？使他的健全的宏大

的性格有教育地成长出来吗？使这个暗淡的草

原，因他的照耀而光辉吗？……是的，我还应该这

样的，我可以把别的事情，置而不作，我必须完成

这一个雄大的企图的，我应该不放弃这个机会，

我和他结合，我把我的教育思想传达给他，使他

成长……是的，这样的决定，这样的工作，才足以

说明我的坦白处。”（《科尔沁旗草原》）

可以说，在丁宁乃至作者端木蕻良的眼中，

拥有健全宏大性格的大山是新生力量的象征。因

而，无论是对地主家族罪恶的揭露、组织佃户反

抗丁家，还是成为民族觉醒者，大山都作为中坚

力量而存在。因而，对大山这一形象及其所进行

的一系列阶级斗争、民族救亡等社会活动的叙

写，寓示了端木蕻良对整个民族新生力量和理想

人格的塑造和憧憬，这同时也成为端木蕻良理性

认知和新思想的集中体现。

整 合

小说《科尔沁旗草原》是端木蕻良用新思想

的理性认知整合自身经历和体验的结果，因而，

它是一个同时集有作者自叙传性质和民族史诗

性质的复杂文本。这种复杂性不光体现在作品所

描述的内容的广阔性上，还体现在作者自身经

历、体验和理性思想整合的高度和难度上。

这种高度和难度首先体现在端木蕻良的经

历和体验的有限性上，这使得他的创作体验很难

完全涵盖小说如此宏大的社会层面。经历和体验

的有限性并非端木个人的缺点，而是每个作家都

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熟悉的

生活，也有自己不熟悉的生活。所以，作家往往会

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发掘题材，寻找灵感，这正

是因为熟悉的生活恰恰是作家体验最多的地方。

如前文所述，端木的优势主要在于他对贵族地主

家族生活的熟悉，而小说本身对社会全景般的叙

写必然会对端木的人生阅历形成考验。

其次，小说的主人公丁宁集中了端木的人生

阅历和体验，而他又出身于丁家这个贵族大家庭

之中，与丁氏家族有着割不断的血脉联系，这就

使得丁宁很难超越自己的出身和立场而对各个

社会阶层作全景式的审视。因而，我们看到，丁宁

的心灵世界是充满矛盾的：明明出身丁家，他却

对自己的家族既爱又恨；明明与大山分属于两个

对立的阶级，他却出奇地对大山表示出了欣

赏……丁宁的矛盾其实正展现了端木蕻良的矛

盾——他的人生体验使他对家族叙写充满了深

情，呈现出深厚的艺术魅力，而他的思想和理性

却使得他总想跳出家族的圈子，对东北草原进行

整体的关照和呈现。因而，在小说的叙写过程中，

端木总在家族与社会全景之中徘徊：家族的门内

是体验，家族的门外是思想；家族的门内是感受，

家族的门外是理性……可以说，整部《科尔沁旗

草原》中充满了感受和理性认知、体验和思想的

交织和矛盾。

思想是一个作家对世界和现实的看法，是作

家世界观的一部分，它可以指导作家的创作。它

的产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它可以产生于作家的

内部世界，也可以产生于作家的外部世界；它可

以是作家经历现实后的理性结论，也可以是作家

学习和接受的既成思想……但思想不同于作家

的体验，体验可以传递感受，但思想更多的是

传递认知。在文学作品中，思想要充分地发挥

其作用，需要作家将其化为自身的感受和体验，

使其融为可感的艺术元素，才能发挥其艺术感

染力。换句话说，思想需要遵循艺术的规律，才

能使小说成为一个和谐的艺术整体，进而达到

艺术的真实。

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会发现在《科尔沁旗

草原》实际的创作过程中，端木蕻良对其体验和

思想的整合算不上完美。我们看到，当端木的笔

触一旦脱离了自己最为熟悉的领域，他的文字就

离自己流动鲜活的感受越来越远，而离理性概念

化的思想越来越近。因而，以丁宁的视角来刻画

大家族中的人物时，我们能感觉到每个人物鲜明

的个性特征；而当以丁宁的视角来进行人性理论

的阐释时，我们获得的更多的是知识和思想；再

如，对大山这一形象的塑造体现了端木蕻良对完

美人性和新生力量的憧憬。但也正是因为端木着

意于完美人性的刻画，因而大山的很多性格特征

都带有某些符号化和概念化的特征，例如在刻画

大山阶级意识的觉醒上，小说将这些符合作者心

中标准的性格特征天然地赋予了大山，而并没有

呈现大山性格形成的来龙去脉——于是，大山几

乎一出场就是觉醒的、成熟的……诸如此类来源

于思想而非体验的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都没有

端木蕻良对贵族地主家族的叙写来的那样真实

和自然。

综上所述，我们分析了端木蕻良的经历、体

验、思想等创作资源，以及这些资源在小说《科尔

沁旗草原》形成中的作用。尽管这样一部宏伟著

作已获得了无数的赞叹和好评，但我们有理由相

信，倘若端木蕻良能够更着眼于从经历和体验方

面入手，更多的围绕贵族地主家族的兴衰史来结

构小说，从对家族生活和草原生活的真实呈现中

自然而然体现其创作的宗旨和宏图，那么这部小

说会更醇厚更耐人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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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陈 宁宁

有许多在既有文学史中已经形成特定形象、处于特定位

置的作家，如果换个视角去看，可能别开生面，端木蕻良就是

其中一位。他在文学史一般表述中往往以东北流亡作家的面

目出现，与萧红、萧军有着恩怨纠葛，被讨论的作品多是《科尔

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大时代》《新都花絮》等，而对其

红学家的另一重身份较少注目，对其晚年的作品《曹雪芹》也

较少着墨。这当然有文学史结构、时段和观念的原因，因为当

《曹雪芹》发表的1980年代初期，现代文学史已经无法纳入，而

此种历史小说又无法进入到与当时迅速崛起的各种文学思潮

的对话之中，当代批评的主潮也置诸于门墙之外；部分也因为

该作仅仅完成了上中两卷（分别出版于1980年和1985年），此

后作者罹病直至1996年去世也没有完成下卷。

30年后再回首这部未竟之作，固然可以发现它在1980年

代历史小说的高潮中的一席之地，与姚雪垠《李自成》、徐兴业

《金瓯缺》、凌力《星星草》、任光椿《戊戌喋血记》、蒋和森《风萧

萧》、杨书案《九月菊》、鲍昌《庚子风云》等同为颇具史诗气质

的巨制，但又有不同。这个不同就在于，曹雪芹本身在历史上

就是个令人疑窦丛生的存在，《曹雪芹》也并不是传记式的再

现性历史小说，它完全可以视为是《红楼梦》的衍生作品。端木

蕻良是按照自己对于《红楼梦》的理解来构拟出一个曹雪芹的

形象，他关注的重点不是作为历史人物的曹雪芹——那无疑

已经踪迹难寻，尽管很多“曹学”研究者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

但史料记载的匮乏让他的面目依然模糊不清——而是《红楼

梦》的作者。就像他一再强调不是写传记，而是写小说，“我也

不想做到无一字无来历。……曹雪芹就大胆宣言，他要杜撰。

因此，写他的时候，杜撰也是会得到他的允许的。”（《曹雪芹·
前言》）因而，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杜撰之杜撰”的小说，而

《红楼梦》的作者也不仅仅是曹雪芹这个人物，而且是这个人

物身后的整个时代与社会。

联系到端木蕻良的旗人出身，这个话题会更有意味。端木

蕻良原名曹汉文，1912年 9月 25日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鴜鹭

村一个满族正白旗显赫贵族之家，由于仰慕屈原，在南开读书

时改名曹京平，曾用过笔名叶之林、罗旋、曹坪、荆坪、金咏霓、

红楼内史、红莨女史等。他与出身于内务府正白旗的曹雪芹是

同一家族，属曹雪芹的后裔子孙。早在21岁时候所作的《科尔

沁旗草原》中，端木蕻良就曾通过主人公丁宁的口说出对《红

楼梦》的见解：“曹雪芹所描写的宝玉或是黛玉，都不是健全的

性格，都是被批判的性格，当然，曹雪芹他自己并没有表现出

他自己判断的见地和批判的能力。但是他也补写出一个完全

的性格，来作他们的补充，在男人里就是柳湘莲，在女人里就

是尤三姐，在这两个人身上，他也放置了他所加于宝玉与黛玉

身上的所有的性格……”20世纪三四十年代，端木蕻良断续写

过一些《红楼梦》评论和研究文章，但他一直想进行的是《红楼

梦》后四十回的续写，并在长期的收集整理中积累了大量的文

史资料，1976年秋，由钟耀群建议，端木蕻良决定先写曹雪芹

的传记然后再写《红楼梦》的后40回。后来，又觉得传记要受到

事实的限制，写起来不是很自如，于是采用小说这样的文体形

式来发挥自如地创造他自己心目中的《红楼梦》作者。

近代以来的《红楼梦》研究者都或多或少同意，这是一部

有着浓郁旗人文化底色的作品，它的许多续作也可以看到旗

人精英在晚清社会的适应性心理变迁。从民国到社会主义新

中国，旗人社会解体，并被识别认证为满族这一群体，但关于

旗人社会的文化记忆依然隐约流传。满族作家老舍在晚年也

曾写过《正红旗下》，就有着为旗人在清末民初的历史立传的

意味（文学史上惊人的巧合是这部作品也未尽而终）。我当然

并不是说《红楼梦》或者《曹雪芹》是要为旗人立传，而是说它

们是以满汉交融的贵族生活为基础构成的作品，它们出于旗

人生活而又突破了那种生活的局限才构成了作品的超越性。

如同端木蕻良在《红泥煮雪录》中所说，曹雪芹能够超越于自

身“亲睹亲闻”的框架，从“目之所见，身之所历”的铁门槛中脱

身出来，才能有《红楼梦》的恒久价值。这就是余英时在《红楼

梦的两个世界》中所说的观点，曹雪芹不仅写出了“现实的世

界”，他更伟大的地方在于还创造了一个“乌托邦的世界”。旗

人邦本从清初皇太极时代就强调是“国语骑射”，诗酒杂学不

是正道。1775年，乾隆还特地下诏，不许与汉人唱和：“八旗满

洲须以清语骑射为务……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

辈往来者，一经发觉，绝不宽贷。”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称：“八

旗满洲，以诗酒为‘不肖’之行径，敢以此自明自高者，必遭罪

谴。必明此义，然后知曹雪芹及其交游朋辈如敦敏、敦诚、张宜

泉等，皆以诗酒为命，自今视之，毋乃无聊，而在当时，则又自

有其历史意义。”这个“历史意义”当然是后见之明的结果，但

也足见曹雪芹不自觉中的离经叛道、与习殊俗。

曹雪芹打破门槛、冲出困囿，用端木蕻良在《红楼梦茶叙》

中来说：“浩瀚博大，诡谲荒唐，背经叛道，任性狂放，野马游

缰，生面别开，甚至把眼光还看到了海的另一边……真可以说

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一个特例。端木蕻良认为中国

不会出现忏悔贵族，而曹雪芹塑造的贾宝玉可能是个例外。

《曹雪芹》里，他其实是将主人公按照贾宝玉的性格进行了还

原，玥儿与林黛玉、文苓与王熙凤、大妞二妞与尤氏姐妹乃至

整个大观园与江南织造府都有着似曾相识的对应关系。如果

从“红学”的索隐派、考证派学术史脉络来看，端木蕻良是倾向

于《红楼梦》是曹雪芹自叙传的，然而这种对“自传”的“还原”

因为秉持着马克思主义史观，全面地考察曹雪芹的时代，所以

能够看到“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看到“个人的憎恶，或者甚

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以外的东西。端木蕻良是反影射

的，而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诗的想象跟哲学的理解

以及心理的观察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曹雪芹放置于一定的历

史范围之中进行艺术的描绘。这个历史范围，如同《写在蕉叶

上的信》所说：“曹雪芹生活的时代，在欧洲，正是从路易十四

头上摘下的王冠，戴在路易十五头上的时候。在东方，正是不

列颠东印度公司已经入侵印度的时候。在中国，正是西洋传教

士和商人已经踏上‘天朝’大门的时候。自行船和机器人已经

成为皇帝的玩好。……这确实是个变革的大时代。它是一个民

族大糅合的时代；又是一个阶级大分化的时代。它是一个受孕

的时代，又是一个难产的时代。它是一个挥金如泥的盛世，又

是一个锦绣成灰的前夕。把曹雪芹放在这个时代的漩涡里来

写……他的灵魂深处，打着比哈姆雷特更深刻的烙印。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the question。这个思想也折磨着他。上

边，他和宫廷斗争噩梦一般纠缠在一起；下边，他和伶人走卒、

市井庸夫传奇似地联结在一起。但他决不是一个怀疑者，更不

是一个殉道者。他是一个发现者。他发现，所以他叛逆。”

端木蕻良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表明自己的创作思

想：“在描写历史事件和人物性格时，必须具有真实性，代表时

代的精神，把诗的想象跟哲学的理解以及心理的观察有机地

结合起来，不要在生活的‘田园的以及神话的趣味上’来描写

它，而要描写它的真正的悲苦和欢乐。”基于自己的研究，端木

蕻良在小说中将曹雪芹置身于前有王夫之，同时代有戴震的

思想行列中，从文脉上来说，接续了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

关汉卿、汤显祖、蒲松龄、吴敬梓的流风余韵。这些先贤共同构

成了曹雪芹的行文布局和思想革命，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对

于“情本体”的强调。在《论忏悔贵族》中，端木蕻良就论断：“一

个新时代的变革，最初的表现，最大的部分要寄托在人的感情

上面，到后来感情凝固了，结成理智的实体，行动才达到了决

定的阶段”，戴震这个在《曹雪芹》中出现的平行人物最能体现

出这一点。端木蕻良写戴震，并不着意于他是否与曹雪芹有什

么实际过往，事实上直到中卷结束，二人还是毫无交集的少

年。他之所以平添这么一个人物，“是因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

生产发展水平，以及他们在生存空间所触动的矛盾，使他们取

得某种‘共感’、‘共然’的地方。因此，曹雪芹这个伟大的文学

家和戴震这个伟大的哲学家，在同时代中取得共同的认识。”

（《宝玉新释》）曹雪芹心仪竹林七贤的任性自然、汤显祖的“一

往情深”，而戴震认为理就在情事之中，这正是用“理法”对抗

已呈僵化体制的“礼法”，他们都是朱熹理学的对立面，以情为

本，入室操戈，越名教而任自然，用理法抗礼法。这与《红楼梦》

体现出来的思想不谋而合，所以端木蕻良认为用戴震的“欲”

“理”合一观点解释《红楼梦》才最接近曹雪芹。

从这个角度“杜撰”出来的《曹雪芹》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历史小说”。郁达夫曾经将历史小说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历史

中“找到了题材，把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内容，灌注到古代人身

上去”，另一类是“小说家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暗示……向历

史上去找出于此相像的事实来，使它可以如实地表达出这一

个实感，同时又免掉种种现实的不便的方法”（《历史小说

论》）。与这种说法相似，郭沫若直接将历史小说的创作动机分

为两种：“史料的解释”和“对于现实的讽喻”（《豕蹄·序言》）。

《曹雪芹》缘起于解释《红楼梦》的创作，然而它最终溢出了对

于曹雪芹本身的刻画，而成为把握大历史脉络的证言。历史千

头万绪、纷繁复杂，本无脉络可言，但每一个书写者，无论是历

史书写者还是文学书写者都有或明显或隐藏的历史观念作为

叙事的支撑。既然《红楼梦》被端木蕻良理解为欲理合一的产

物，他就找到了《红楼梦》的思想解放意义。进而像曹雪芹一

样，端木蕻良开始了将文学作为历史动力输入到历史本身中

去的努力。这是杜撰所具有的权力，也是文学在历史实践中的

意义所在。

较之必须根据材料说话的史学家不同，作家本身有着虚

构的优势。端木蕻良虽然接受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年（1715）

的说法，但在小说中将他的年龄提前了两年，从1722年康熙逝

世、雍正登基开始写起，把他的年龄设置为10岁，这是为了将

宫闱高层的明争暗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糅合在一起，从而

让整个社会结构和趋势立体动态地呈现出来。小说前三章分

别是皇宫大内四阿哥允禛（即雍正）的夺宫，京城里崇文门沈

家茶馆的市井纷争与江湖闲话，南京织造府曹家在祥和安逸中

突闻噩耗。线索交错迷离，事物千头万绪，诸般矛盾纷至沓来。

因为南京织造府与雍正的政敌十四阿哥允禵关系密切，因而

“树倒猢狲散”的威胁瞬间就笼罩在曹家头上。同时曹家与苏州

织造李煦是姻亲关系，李煦不出意料地被抄家，孙女玥儿逃避

到曹家，而曹家自身岌岌可危，将希望寄托在尚是垂髫幼年的

曹雪芹身上。但此时的曹雪芹生于深宅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醉心于旁收杂学，对棼棼世事并无知觉，只是凭着天性中的重

情重义本能行事，要形成自觉的以情抗礼还需要加以时日。但

是遗憾地是小说没有完成，前两部埋下的诸多线索没有收束，

这无形中倒是正应和了历史本身始终是没有完成的进程。

尽管有着明确的历史观念，但端木蕻良并没有用文学进

行图解，他喜欢描写胜过叙述，“特别喜欢巴尔扎克和托尔斯

泰的作品，因为这些人的作品有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在艺术

上具有场面开阔……的特点。”就像在一篇向《红楼梦》学习描

写人物的短文中所说：“《红楼梦》中的人物的出场入场，一颦

一笑，来踪去脉，口角眉梢，心头话尾，舌尖牙缝，歌哭笑骂，正

经，胡调，调皮，扯淡，拿三捏四，挑拨离间，栽跟头，使绊子，拉

皮条，吊膀子，讹诈子，挑眼子，装腔卖甜，巴结拿劲儿，阴阳两

面，笑里藏刀……没有一处不是写的活灵活现。”《曹雪芹》中

那些细致入微的生活习俗的描摹，如旗人贵族家庭的礼仪制

度、民间的妙峰山香会、京城的闹元宵、罗王府的风水阴阳等

场景描写都令人印象深刻。他对纯正的老北京话的艺术化运

用，使得文风通俗而不失典雅，颇得曹雪芹本人的神韵。但是

《曹雪芹》中三教九流、医卜星算、结社联句、茶馆酒肆、戏院匠

铺的开阔描写只是“现实世界”，作者所强调的“第二自然”，即

通向未来的新世界则是潜滋暗长于成长中的曹雪芹的心灵之

中，这是他作为虚构者所展开想象力的地方，惜乎这种展开半

道崩殂。

计文君曾将《红楼梦》的“继承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

叙事范式的继承，整体性受到《红楼梦》影响，从观念到修辞都

具有一致性和延续性的现当代小说创作; 另一种则是作为一

般文学资源的继承，对《红楼梦》小说艺术局部地学习和借鉴，

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小说观念和修辞原则的现当代小说创造。她

认为《红楼梦》之于大多数现当代小说家，比起作为叙事范式的

整体性继承，更为普遍的是渗入式的局部借鉴，从而构成作家

的非核心文学资源。《曹雪芹》可以说是难能可贵地兼有二者，

既有技术层面惟妙惟肖的仿拟，也有对区别于历史的文学杜撰

的创造性挪用。就此而言，《曹雪芹》算是《红楼梦》当之无愧的

继承与发扬者，虽然它并没有最终完成自己的文学使命。

论端木蕻良论端木蕻良《《曹雪芹曹雪芹》》的杜撰的杜撰
□□刘大先刘大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