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残雪：
灵魂的历险与突围

吴正锋

在中国当代文坛
上，残雪是一位执著于
人性深层探究，展示人
类复杂精神世界，艺术
成就非凡的作家。 但
是，长期以来，残雪始
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
视，她的文学价值和意
义没有得到充分的肯
定。 9月21日，湖南省社
会科学院与湖南省作
协联合举办了残雪国
际学术研讨会，对于推
动残雪研究向前发展，
将残雪研究引向深入
具有重要作用。

残雪哥哥的评论
残雪的文学创作

具有怎样的文学史意
义？ 残雪的哥哥、武汉
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
芒在黑格尔美学基础
上将文学冲突的主题
概括为四种：现实与现
实的冲突，心灵与现实
的冲突，心灵与心灵的
冲突，心灵与自身的冲
突。 这四个层次有时可
以混合、互补，但总的
发展趋势是从第一主
题逐步走向第四主题，
残雪的创作属于心灵
与自身的冲突层次，她
的作品关注的是个体心灵的自我冲突，
“作家的对象或者主题其实只有一个，就
是他自己的灵魂。 ”他认为残雪评论文学
史上巨匠们的作品，是以她特有的文学眼
光即心灵的自我冲突来展开的，从而揭示
出他们作品中的“魂”。

残雪的另一位哥哥、评论家唐俟的言
说则带有诗性特征，认为残雪的创作专注
于别人不想说的，是黑暗灵魂的舞蹈。

残雪作品中的中心问题
对于残雪创作主题的研究，研讨会取得

了重要成果。 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社长约
翰·唐纳蒂契认为，“如今的社会， 现代人还
会坠入爱河吗”似乎是残雪作品中的中心问
题。 残雪要展示的，是对人物生命的把握和
掌控的不可能性，寻求与灵魂的一种非传递
性的关系，去释放自我，启发自我。她说：“艺
术是破坏性的，因为艺术是爱，爱能让被爱
者美丽。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爱之外没有别
的方法能让事物和生物变得美丽。 ”这是阅
读残雪的正确语境。

瑞典汉学家夏谷教授认为，残雪在叙
事中总是搜寻更虚幻又往往能触及的魅
力乌托邦。 触摸和描述感知与存在两者之
间的界限，或者提供实际的或想象的认知
不确定情景，往往变成了小说框架中的关
键的节点。

“梦想诗学”和“魅性抒情”
谭桂林教授认为残雪长篇小说《边

疆》 体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向度和灵魂质
素，即“梦想诗学”和“魅性抒情”。《边疆》
在本质上是作者灵魂深处的梦的再现。 残
雪早期创作中，体现出蓬勃生命力的往往
是自然界的恶丑生物，而《边疆》中，人的
生命力得到了张扬，人对自身生命力的美
好与崇拜也得到深刻的体现。 过去残雪的
梦性叙事，梦魇多为怪诞变形，是人性本
质的异化。《边疆》中的梦性叙事，梦想趋
向光亮温馨，自由创造，成了人的本质力
量的对象化。 残雪坚定地走向抒情，但也
坚定地保持了她自己一以贯之的晦涩含
魅的风格。 所以，《边疆》的意义还在于，残
雪为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
抒情方式，即魅性抒情。 谭桂林教授认为
无论是梦想诗学的建构，还是魅性抒情的
转型，都根基于残雪对人性的可能性的始
终如一的关注。

敬文东则认为残雪的《五香街》是一
部袖珍人类史，她的小说有许多与人类相
关的叙事细节，极富抽象性，在本质上是
一种形而上学的写作。

残雪是由内向外的先锋
关于残雪创作的艺术特征和艺术价

值，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贺绍俊教授认为

残雪与20世纪80年代
的余华、马原、格非、苏
童等先锋作家不同，这
些新潮小说潮中的先
锋作家们是由外向内
的先锋，而残雪则是由
内向外的先锋，残雪是
从自我经验出发，思考
到了与西方现代派相
似的主题，她所反映的
是现代中国人的特殊
心理，以及她所采取的
心理感觉叙述，不期然
地与西方现代派的叙
述方式相重叠，而后自
觉学习西方现代派，体
现了明显的“由内向
外”的变化。 余三定教
授认为残雪自觉追求
艺术的独特性与独创
性，实现了对传统写法
的打破， 打乱情节，主
要写心灵。

残雪小说具备
诗的美丽
日本学者、《残雪

研究》 编辑泉朝子说，
《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
情———给友人》写的是
在本能支配之下，感性
和理性结合而实现理
想的过程。 这篇小说也
可以说是一篇诗歌，仿

佛这篇诗歌好容易才成为了小说。 能够帮
助读者把握小说内容的所有线索全部都
被感情的波涛冲走，读者好像走在迷宫里
似的。 但是这篇小说所具备的美丽屡屡打
动读者的心。 因为读者最终通过小说受到
启示和帮助，看到了被本能支配着的美丽
的心理世界。

泉朝子十分感人地宣读了刚刚离世
的日本残雪研究专家近藤直子留下的生
命最后一份讲义。

她不是西化，是化西
不少学者还对残雪文学创作及其文

学评论的资源进行了探讨。 俞世芬认为残
雪的文化资源和立足的文学背景具有某
种跨文化的特征， 与其说她是西化的，不
如说是化西的。 这种论述很有启发意义。
龚旭东从本土巫文化传统对残雪创作进
行探讨， 指出残雪是一位有巫气的作家，
长沙世俗文化对残雪的创作具有重要影
响作用。 彭文忠则认为残雪的“诗性言说”
与中国文论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文
论思想对残雪的文学评论具有深刻的影
响。 吴投文认为残雪研究要把握残雪文学
观的整体和内在路径。

如何阅读残雪
一些研究者还提出了如何阅读残雪

的问题。 约翰·唐纳蒂契提出：“读者应该
是残雪的共谋者，她的合作者，她的同居
者，她的创作伙伴。 阅读残雪就是去一座
桥上与她会面，这是一座残雪搭建在读者
的意识和灵魂之间的桥。 她相信灵魂与灵
魂是可以接触的。 这就是残雪作品所表现
的‘爱’。 ”卓今认为阅读残雪从本事意蕴
进入审美意蕴要经历三个层面： 感知层
面、体验层面、理性层面。 易彬评介了卓今
的《残雪研究》，认为卓今在研究路数、视
域及整体框架等方面有着鲜明的特色。 王
迅则认为阅读残雪需要排空日常事物，纯
精神地审美阅读，在文史哲大的文化背景
下进行阅读。

残雪自己则在会议上指出她的小说
创作和文学评论是出自一种大自然的意
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也是出自她在人
性探讨方面的一种新的觉醒，这是她通过
努力地学习传统，尤其是西方文学与哲学
的传统而获得的，能够在不断的创造中突
围，灵感从未枯竭过。

这次残雪国际学术会议对于残雪创
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艺术价值和文
化意义，文化资源及其阅读方式等方面作
出了多方面探讨， 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
果，必将推动残雪研究的深入发展，对中
国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作者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研究员）

煌煌15卷、 多达600万字的 《柳鸣九文
集》 由海天出版社出版了， 文集收入柳鸣九先
生数十年来在文学理论批评、 文学史、 文化散
文随笔、 翻译方面的精品， 分为四大部分： 1
至3卷是文学理论批评部分， 4至9卷是文学史
部分， 10至12卷是文化散文随笔部分， 13至
15卷是翻译部分， 颇为集中地综合反映了他在
学术研究、 散文创作、 文学翻译三方面的突出
成就。 文集未对文字做大的修改， 尽可能保持
了原著出版时的风貌。

以上突出成就的获得， 主要得益于两个方
面。

一是来自他扎实深厚的学养。 他中学出自
湖南名校省立一中， 大学出自全国最高学府北
大， 有扎实的文科基础， 大学毕业后得名师何

其芳、 蔡仪、 钱钟书、 朱光潜、 李健吾等人熏
陶， 在文艺理论、 西方文学以及翻译编辑各方
面得到多方面历练， 将近而立之年转而从事外
国文学史尤其是法国文学史的译介和研究， 既
有很好的理论修养， 又有开阔的世界文化眼光
与广泛的外国文学学识， 深受法兰西文化的影
响并得其真髓， 这是他学养的主要成分。 第
二， 造就出其丰硕业绩的， 是他的湖南人精
神。 前一项谈论者较多， 后一项则鲜有人论
及， 本人作为他的湖南同乡， 不妨着重谈谈。

柳鸣九先生是湖南长沙人， 21岁以前主要生
活在湖南， 骨子里有着湖南人精神， 而且在其学
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中有突出的体现， 在某种程度
上， 正是湖南人的精神， 成就了柳鸣九先生的学
术辉煌。 其突出体现， 表现在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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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籍著名学者、 法国文学专家、 翻译家柳鸣九先生15卷本文集9月在北京首
发，引起热烈反响。《柳鸣九文集》收录了柳鸣九迄今为止的主要作品。首发式上几
乎聚齐了国内法语翻译、理论界最有分量的专家，对柳鸣九先生做学问志存高远、
影响深远、史料详实、立论精辟等作出了高度评价。 81岁高龄的柳先生在现场自谦
自己“只是浅水滩上一根很普通的芦苇”。

柳鸣九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率先质疑与评判日丹诺夫、首倡重新审视和关
注萨特与存在主义文学、重新评价被恩格斯评说过的左拉和自然主义……对中国
文学界与学术界彻底刷新陈旧观念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重要历史作用———

柳鸣九，著名学者、理论批评家、翻译家、散
文家。1934年生，湖南长沙人。毕业于北京大学
西语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教授，
历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学术
专著有：三卷本《法国文学史》（主编、主要撰写
者）、《走近雨果》 等三种； 评论文集有：《理史
集》、《从选择到反抗》等十种；散文集有：《巴黎
散记》、《翰林院内外》 等五种； 翻译与编选有：
《雨果文学论文选》、《梅里美小说精选集》、《莫

泊桑短篇小说集》、《磨坊文札》、《局外人》、《萨
特研究》、《法国心理小说名著选》 等二十多种；
主编项目有：《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七辑）、《法
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七十种）、《外国文学名
家精选书系》（八十种）、《雨果文集》（二十卷）、
《加缪全集》（四卷）等，其中有四项获国家级图
书奖。 2000年被法国巴黎大学正式选定为博士
论文专题对象。 200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终
身荣誉学部委员”称号。

“闯”，即敢于变革求新，开风气之先，也就是
通常所说的湖南人“敢为天下先”。 柳鸣九先生一
生中，有好几次开风气之先，发起并领导了全国性
的学术讨论。如在狠批“白专道路”的文革时期，他
竟开办“地下工厂”，主持《法国文学史》的编写，对
一切文学史问题、作家作品问题，坚持作历史唯物
主义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与科学准确的论述评
价；1978年，当全国还深陷苏联模式时，他率先质
疑与评判日丹诺夫论断， 进而展开了一系列落在
实处的推进行动：首次对受日丹诺夫论调影响、被
视为体现资产阶级“颓废和腐朽”的西方20世纪文

学进行科学评价； 首倡给长期受到冷遇甚至忽视
的萨特与存在主义文学以历史地位； 针对恩格斯
对巴尔扎克与左拉的裁判（“巴尔扎克，我认为他
是比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
的现实主义大师”），挺身而出，发动和组织了对左
拉和自然主义的重新评价。

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学术行动以及学术文
章， 引发关注、 引起争论， 深化了人们对问题
的认识， 甚至彻底刷新了人们的陈旧观念， 影
响广泛而深远， 使他赢得了“具有学术胆识”
的名声。

1 几次开风气之先“““““““““““““““““““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

柳鸣九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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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鸣九先生

残雪

湖南人做事都有一股子狠劲， 也就是有较
大的力度，这在柳鸣九先生的学术中表现为：做
好充分准备，把问题彻底搞定或做透。上述这些
问题，在新时期之初，表面上是学术问题，实际
上都是牵涉到意识形态的大问题， 有些还涉及
到斯大林（日丹诺夫的观念深合其意，甚至就是
其思想的体现）、恩格斯等革命导师，柳鸣九先
生深知极“左”思潮影响之大，人们对西方文学
作品、文学思潮等缺乏基本了解，充分认识到：
“关键是要紧紧抓住‘实践’与客观实际，靠大量
作家作品的实例说话， 做到言之有据、 言之成
理。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事
实说话，编译出作者的作品文本和有关资料，以
及各种文学思潮的综合材料， 让大家看看被说

成是洪水猛兽的外国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的真
实面貌究竟如何。为此，他从大规模的资料译介
与普及开始，让文学史事实说话，逐渐消除意识
形态上的偏颇，开辟了全新的三大基础工程：主
编了《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十种，约
500万字）；主编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七
十种，约1300万字）；创办了《西方文艺思潮论
丛》（七辑，约300万字）。

三个工程，分别从作家、作品、理论（思潮和
流派）三个方面，资料全面地向国人介绍外国文
学，既在理论上正本清源，又用具体的作家作品
堵住漏洞，就像打排球，一扣二扣三扣，接连三
级重扣，把球扣死，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用事实全方位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

２ 把问题彻底搞定或做透“““““““““““““““““““狠狠狠狠狠狠狠狠狠狠狠狠狠狠狠狠狠狠狠”””””””””””””””””””：：：：：：：：：：：：：：：：：：：

湖南人做事，天生就有股倔劲，不达目的决不
罢休，哪怕遭遇诸多不顺，甚至付出生命代价都在
所不惜。 由于上述诸多问题都是开风气之先的问
题，往往会触痛某些极“左”分子和思想保守者，柳
鸣九先生遭遇到了诸多的不顺。 如《萨特研究》曾

被当作“清污”对象而受到批判，而他以如此突出
的贡献和学术实绩，竟然三次申报博导都被驳回。
但他认定真理，酷爱学术，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情
况下， 依旧倔强地满腔热情地从事自己心爱的学
术研究和文学翻译工作。

3 认定真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倔倔倔倔倔倔倔倔倔倔倔倔倔倔倔倔倔倔倔”””””””””””””””””””：：：：：：：：：：：：：：：：：：：

湖南人喜欢形容自己： “吃得苦， 不怕
死， 霸得蛮， 耐得烦， 了得难。” 前四句是说
自己性格倔强， 办事有股狠劲， 能吃苦不怕死
有耐心， 坚韧不拔， 最后一句则是说自己能很
好地解决问题， 也就是说有胆也有谋。 这在柳
鸣九先生的学术活动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如他对长期主宰中国文艺界的苏式意识形态
日丹诺夫论断早就深为不满， 但他并不率尔操
觚， 而是借1978年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 这股东风“揭竿而起”， 提出重新评价西
方20世纪文学艺术的学术理论问题， 并且运筹帷
幄， 精心安排了“做得很有目的、 很有预谋， 也
很有规模、 很有声势” 的“三箭齐发”： 一是在
全国第一次外国文学工作会（广州会议） 上做了

一个长达五六个小时的学术发言， 对日丹诺夫论
断进行冲击与剖析， 对西方20世纪文学艺术的思
想内容、 社会意义与艺术创新作了全面的、 实事
求是的正面评价； 二是将此篇发言整理为约六万
字的长文， 公开发表在著名刊物 《外国文学研
究》 上； 三是在当时主持实际工作的《外国文学
研究集刊》 上组织“重新评价西方二十世纪文学
的笔谈”， 从而把相关问题彻底搞定， 很好地实
现了自己的预定目标。 更进一步扩大战果， 精心
策划了上述“一个作品文库， 一个研究资料文
库， 一个理论园地” 三大基础工程。

正是湖南人精神， 成就了柳鸣九先生的学
术辉煌。

（作者为天津师大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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