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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美〕浦安迪著，夏薇译，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0月出版

这本书是浦安迪的

成名作，英文原版由普

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

1976年出版。书中的观

点在中国文学研究界早

有零星介绍，但全书完

整的中译本一直没有问

世。因而，现在这个中

译本的出现，大有千呼

万唤始出来和填补了一

块历史空白的架势。

对于已经通过浦安

迪其他那些写在这本书

之后的著作，多少了解

了他有关中国文学的一

些学术见地的读者来

说，通读《〈红楼梦〉的原

型与寓意》，显然会有一

种追根溯源、探明“浦安

迪方法”和“浦安迪视

角”的思想来路和发生轨迹的意义。尽管作者所写的初版序言里，

劈头一句就说“这本书是对清代小说《红楼梦》的文本细读和结构

分析……”但实际上，全书九章中，真正触及《红楼梦》文本并做了

细致分析的，只有分别题为“《红楼梦》的原型结构”和“此园俯仰鉴

天地：大观园的寓言”的第四、第八两章。

其他七章的内容，都集中于从神话学、原型理论、寓言叙事和

庭园美学等西方文化与文学知识系统的各分支领域，抽绎、生发出

可以对应和显现《红楼梦》艺术特色的概念范畴。密集的理论引

述，使得这几章看起来更像是要组成一部梳理和比较整个中西文

学和文化传统深层关联的纯理论著作，而远不仅是为了给《红楼

梦》这一部作品的一次解读，提供一套临时奏效的方法依据和理论

工具。浦安迪后来研究中国文学的一系列成果，确实也证明了这

一点。反过来讲，《〈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这本书，在今天之所以

还值得我们留心细读，也就因为它多方向、多层次地反复展示了一

个个完整的逻辑过程：从中西方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比较中，如何确

立起切实可用的辨识、剖析和评价中国文学作品独特价值的观念、

尺度及方法。

具体到《〈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这里，落实在《红楼梦》文本

细读上的最重要的观念、尺度和方法，是书中第二章揭示、提炼出

的“互补二元性”和“多项周旋性”。与之相应的中国传统思想范

畴，也即阴阳二元论和五行学说。浦安迪所谓的《红楼梦》的“原

型”与“寓意”，归根结底，就是阴阳二元论中的阴阳与五行学说中

的五行。乍看之下，这在我们面前似乎纯属“卑之无甚高论”。但

正是在就此所作的分析和论述中，身为中国文化“他者”的浦安迪，

反而表现出了置身中国文化内部的我们很少能够自觉坚持到底的

一种知识学意义上的忠实和倔强：无论是阴阳还是五行的概念，始

终都只在“互补二元性”和“多项周旋性”的交替、转换过程中，而不

是在停滞、割裂甚至对立的状态下，被掌握、被阐释和被运用。

“此集收入了 2015

年至 2018 年之间的散

文新作。书中所有日文

引用均为自译，阿文采

取国际规范的拉丁转

写，插图也均为自己写、

摄、画。”这是作者在全

书编后记《大坂下致读

者》中写下的一段话，直

白、质朴，满含着期待读

者关注的诚意。熟悉张

承 志 的 读 者 ，都 知 道

1984 年在他的文学和

思想道路上，是一个至

关重要的节点。随着这

年岁末的一趟西海固之

行，为信仰而书写的取

向，从张承志的作品中

日益鲜明地凸显、延展

开来。这一写作进程，持续至今已逾33年。

通读全书，可以感觉到：“三十三年行半步”这一书名，并不只

是简单借取了书中一篇作品的题目，更是对贯穿全书各篇作品的

那种在坚定中趋于深广、在傲岸中见出谦逊的精神气度，做了准确

的概括。这正如后记中的另一段话所述：“三十三年转瞬过去，如

毛泽东诗云：弹指一挥间。唯有偶尔来到祁连，从山脉腹地四面环

顾，我才意识到：真的，不管自己愿意与否，我早已是这片大陆承负

责任的儿子。人心感受的‘险’远非海拔崎岖所能比拟，脚上泥泞，

心事潮涌，如今我尝到了‘大坂’一词的滋味。独自走在峭壁峰刃

上，除了多领域地学习，除了丰满自己，除了文明御寒、语言作

杖——没有越过隘口的办法。于是读者也被迫跟着，读到愈来愈

稠密的造词、自译、蝌蚪文、双关句。我该对你们说一声抱歉么？”

包括后记在内，全书收文31篇。《从伶仃洋到扬子江》《达林太

的色赫腾》《一点一滴》《鞑靼海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偏

重于纪行和述学的糅合。《那一年的白灾雪原》《挚友之一》《珍藏之

一》《左手》《把手》《秦凤桐墓》《马启芳》《往事迭印》，着力于忆旧怀

人的叙事与感悟。其中，《挚友之一》《珍藏之一》《左手》《把手》几

篇，聚焦作者自身日常经验，笔致格外亲切温厚。而得自领悟经

典、解读文献、赏析书法或影像的深切思虑与独到阐发的各文，如

《轻轻地触碰》《乌民说字》《烈士的谦卑》《五十年重读白求恩》《蒙

面的堂吉诃德》《遗恨与尊严》《呀，努尔》《镜中花》《虚幻的映像和

梦想的革命》等，论篇幅和内涵上的分量，都属全书的重心所在。

其辞章之精粹，多有可观；其见解之犀利，足以警世。

作为一本散文集，《三十三年行半步》的质地是厚重的。这厚

重不体现在流于文本表面的繁复炫技和句段堆积，而是建构在写

作主体意识和外部广阔世界的深入关联之中。借用全书开篇长文

《从伶仃洋到扬子江》末尾附注中的“旅行调查”一词，这本厚重的

《三十三年行半步》，正表明作者持守着自己的精神信仰，在背景越

来越宽广的人生和思想之旅中，展开了主题愈趋丰富的知识探索

和事实调查。

《三十三年行半步》，张承志著，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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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动之笔把时代之脉以生动之笔把时代之脉
————评简平评简平《《权力清单权力清单：：三十六条三十六条》》 □□谭旭东谭旭东 陈婵娟陈婵娟

报告文学被称之为文艺轻骑兵，因为报告文学能

够及时抓住典型的人与事，展示作家家国情怀，谱写时

代主旋律。简平的长篇报告文学《权力清单：三十六

条》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立刻引起了读者和各界

的关注。

《宁海县村级权力清单三十六条》（以下简称《三

十六条》）是一项在乡村推行小微权力清单，以制度来

制约权力、保障民主的制度创新实践，于2014年开始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实施。简平极其敏锐地认识

到《三十六条》的非凡意义，于是，他从2016年初春开

始，深入宁海乡村进行实地调研与考察，他看到并记

录了这份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在宁海乡村所产生的重

大影响。2017年，《宁波市推进农村“小微权力”清单

制度》被列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改革情况

交流通报，彰显了这项工作的示范性意义；2018年，

这项工作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在全国农村推行

小微权力清单制度。《三十六条》彻底打通了中国基层

社会权力运行的“最后一公里”，解决了长期在基层民

主政治建设实践中的难题，让廉政和民主在乡村落到

实处，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复制性，为中国社会基层民

主政治提供了宝贵的理想样本。

为了真实反映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制度创新实

践，简平用一年半的时间扎根于宁海县各个乡村进行

田野调查，后来在写作的半年时间里继续做着各种采

访，并多次返回宁海进行调查，最后写成了这部长篇报

告文学。细读该书，可以感受到作家以饱满的热情，细

腻的笔触，真实而生动地书写了宁海乡村在全国首创

并积极推进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过程中发生的翻天

覆地的变化，呈现了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之路上一

项伟大的实践。

虽然这是一部以农村、政治、反腐、民主等为关键

词的报告文学，但并没有落入浮夸、空泛的窠臼，每一

章的主体都是一个或几个真实的故事，围绕《三十六

条》的推行而展开，适当穿插作者的感想，既充满民主

发展的昂扬希望，又透露出浓浓的乡土人情味。《权力

清单：三十六条》的主要内容分七章，开篇引言对《三十

六条》的内容和实践成果进行了说明，随后叙述了自己

在宁海乡村的所见所闻，展开了这部以《三十六条》推

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录，讨论了村干部与普通村

民的关系、基层权力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之

道：

第一、小官大权与小官巨贪的问题。村干部在行

使权力时无视村民的利益和意见，决策时自说自话，一

手遮天，利用公共事务管理权谋取私利，甚至出现“巨

贪”现象，这类村干部是缺乏制度制约和监督而滋生的

“苍蝇”，和高位巨贪的“老虎”一样亟需整治。

第二、权力制约，大道至简。权力只有得到监督和

制约才能从源头解决腐败问题，制度条例简约易懂才

能使村干部更好地行使权力，使村民更好地监督权

力。《三十六条》使村级权力的运行有了清晰的依据，这

样才能填平国家政策、作为执行者的村干部以及村民

群众之间的信息鸿沟，打通政策下村的“最后一公里”。

第三、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村干部滥用职权使

村民在麻木绝望的同时作出长期的隐形抵制，对立的

干群关系使村民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村干部也难以实

施项目，唯有将村干部“为民做主”变成村民“当家做

主”，才能解决干群矛盾，真正落实民主，建设健康的乡

村政治生态。

第四、民主需要在实践中学习。中国是个多会的

国度，召开会议是为了集结众人的智慧来解决问题、计

划未来，但是，很多人却在会议上习惯性不提出质疑和

建议，导致会议往往变成了领导者的一言堂。但现在

中国的农民开始研究如何召开会议了，不但各抒己见，

还为推进会议的效率而立规，可见民主的发展是个不

断学习的过程。

第五、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为人民群众谋福祉是

《三十六条》的出发点，也是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和根

本目标。“民主”不是一句空口号，只有通过规则来公正

处事，通过正义来凝聚人心，才能真正提高民主程度，

促进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

可以说，《权力清单：三十六条》不只是一个微观政

治的描述，更是作家对民主之光的及时捕捉，字里行间

蕴含着深广的现实主义情怀。

简平是一位关心民生疾苦、有着强烈责任感和使

命感的作家，他深入宁海当地，与村民、村干部朝夕相

处，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感受这份权力清单给他们的

精神面貌带来的重大变化。作家以赤子之心和热忱情

怀记录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呈现出《三十六条》在农

村的实践及其带来的改变和影响，反映了宁海县乡村

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法治建设、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美

好愿望的伟大举措，是一部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重

大现实题材作品。

从非虚构写作的角度看，《权力清单：三十六条》不

但是一部优秀的调查实录，还是一部出色的文学作

品。与我们印象中枯燥严肃的报告文学不同，这本书

的字句间充满了生活气息和人情味，语言生动，笔触细

腻，大山、村庄、果林等乡村景象跃然纸上，人物形象尤

其饱满立体。在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刚正不阿的老

党员、居心叵测的村干部、充满戏剧色彩的村民女代表

等，村民们由“听天由命”的老实人变成了主动维权、积

极监督的当家人，原本想要一手遮天的村干部在制度

的制约和监督下变成了踏踏实实为大家办事的管理

者。书中所有的人物形象和语言描写都真实可信，饱

满自然，因为他们不是作者虚构的人物，而是他真真切

切见过的、在制度建设中变化了的人。

除此之外，书中对乡村干群关系的描绘也令人印

象深刻。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的干群关系不太和谐，甚

至处于紧张乃至对峙的状态。在“天高皇帝远”的乡

村，村干部虽然是小官，但承担着落实国家政策的责

任，拥有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对村民来说是手握重权

的大官。由于村民的文化程度和民主意识不高，对于

村干部一言决策和以权谋私的现象习以为常，这种麻

木的状态使得一些村干部在行使权力时更加肆无忌

惮，从而加深了“无官不贪”、“官为民敌”的民众印象,

加深了干群矛盾和社会矛盾。究其根源，官员的权力

没有得到合理的制约和监督，自身没有把握好行使权

力的尺度，民众也没有监督官员的切实依据。《三十六

条》用制度对村干部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和制约，简单

明了却又面面俱到，让村干部不得不合理地运用权力，

让村民能大胆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使人民群众拥有了

空前的尊严和满足感。

中国在上个世纪初才结束了长达2000年的封建

制度，“民主”和“法制”的口号虽然在100年前即已提

出，但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才起步不久，任重而道

远，需要人们的共同努力。很多人对贪污腐败、民主缺

失的社会现状感到失望，而《三十六条》犹如一道阳光，

劈开了沉郁的阴云，让人们看到了民主与依法治国的

力量和希望。或许这道阳光还比较微弱，但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随着《三十六条》的推广普及，随着国家和民

众为实现政治民主、依法治国而做出不断的努力，人民

当家做主终会在中国的每个角落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地反腐倡廉，建设民

主政治，因此，简平的《权力清单：三十六条》的创作和

出版，不但显示了作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也昭示着新

时代乡村建设必将迎来美好的前景。

（《权力清单：三十六条》，简平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

方长安教授的专著《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

研究》以史实为基础，“还原”历史现场，首次对现代新诗

百年接受史作了细致深入的梳理、论述，从传播接受维

度对新诗发生、诗性生成、艺术得失、诗学建构、经典化

现象等进行了重新研究与反思，填补了现代新诗接受史

研究的空白，拓展了新诗研究空间，深化了对新诗历史

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一书将传播

接受视角引入新诗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诗歌史观。著

者在导论中指出：“读者阅读、批评就像火柴一样点燃了

文本，使文本进入社会关系网络，成为一种有生命的作

品，成为真正的诗歌。”他从接受美学角度观察透视新诗

形成机制，重视读者、阅读批评对诗人所创作的诗歌文

本的激活作用，使新诗的生成、发展变成与新诗阅读批

评者相关的问题，揭示出新诗经典化历程内在的复杂

性。通过对诗人诗作的个体接受史的考察，作者以扎实

的史料考证、细致的材料解读和深刻的理论思辨，具体

而生动地论述了新诗传播接受与新诗创作、意义生产、

经典建构之间的关系，从批评、选本、文学史著作等层

面，钩沉出新诗发展建构的历史，在研究、论证过程中不

断追问每一个“经典”是如何在历史语境中形成的，通过

对新诗传播接受史上代表性诗人及其代表诗作的重新

考察，梳理出新诗接受史的复杂脉络。与长期以来的新

诗发生、发展史研究模式不同，本书将新诗这一新的艺

术形式的发展建构视为一种动态渐变的过程，一个由诗

人、文本、读者、时代语境、诗学话语等多重因素参与的

历史过程，通过对诗人、作品的传播及其命运浮沉的考

察，敞开了新诗发生发展的独特历史。该著将新诗史看

成是读者与作者共同参与完成的历史，其对百年新诗接

受史的言说，彰显了重新叙述、评估新诗历史的愿望，也

激活了新诗史的研究。

著者认为，接受史研究必须以接受史料为依据，坚

持以史料为基础，以史实说话。一方面，新诗的接受史

料驳杂零散，需要对其进行细致爬梳；另一方面，读者的

接受反应隐现其中，需要研究者的阅读辨析。通过对近

一个世纪以来重要新诗选本、文学史著、批评论文、研究

著作等的考察，在搜集大量一手材料并对其进行数据统

计分析的过程中，著者进一步发掘出它们对于新诗研究

的学术史料价值。这一系统性的收集、整理、研究新诗

接受史料的过程，以及从中展开的与诗人、文本和读者

的潜在对话，被著者喻之为一场“特殊的诗歌跋涉与思

想文化考察”。从这些散落在历史现场的新诗接受史料

出发，考察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读者对诗人作品的阅

读阐释，有助于还原诗人、作品“重要性”的“塑造”过程，

恢复其在历史语境中的本来面目，有力地推进了对新诗

经典化的认识。在对既已发生的新诗经典化过程进行

考察时，著者除了关注那些被读者遴选出来的诗人与作

品，也留意到了一些在新诗经典化过程中被遗忘和淘汰

的诗人作品，从而为打捞起那些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诗

人诗作，重新阐释其在诗歌史上的位置与价值，提供了

可能。

该著从读者接受层面，研究了新诗经典化过程中的

意义生产与诗学建构。著者认为，中国现代诗人、诗作被

经典化的过程是一个意义生产的过程。对诗人作品的内

在情感、思想质素、文化价值、形式艺术、诗美个性的揭

示，最终凝练成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现代意识与现代

审美理想，并由此将读者对新诗的传播接受理解成凝练

某种现代精神、更新中国文化意识的阅读实践，肯定了

新诗传播接受研究的意义，彰显了新诗接受史研究的重

要价值。在分析读者阅读接受对现代诗学建构的影响

时，方长安创造性地将新诗接受史理解为民族现代诗学

的凝练建构史，并列举了读者对《女神》的阐释接受以及

对李金发的阅读批评等，认为前者是对它所体现的浪漫

主义诗学的凝练与张扬，后者则是对中国独特的象征主

义诗学的阐释与总结，在现代诗学生成问题的研究上具

有开拓创新性。在论证过程中，既注重考察传播、读者阅

读接受与新诗生成建构的关系，也对过于传媒化、社会

化以及非诗性的传媒话语抑制了诗性的生成这一现象，

提出了质疑，指出现代传播对新诗现代性发生、生成的

作用非常复杂；既重视读者阅读言说与遴选、阐释新诗

“经典”的关系，又对文学之外的因素作用于新诗的阅读

与批评，使新诗经典化过程并不完全可靠这一问题作了

深入分析，揭示出研究新诗“经典化”现象的重要性。其

对中国现代诗学凝练与发展问题的探索，对于新世纪的

中国诗人和读者如何投入现代诗歌经典化这一开放性

的历史过程，凝练、建构起新的民族诗学，具有很大的启

发性。

《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以接受美学

为理论依据，运用传播学、创作心理学、知识考古学等方

法观察透视百年新诗接受史。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

具体的诗人、诗作、流派的接受史是系统性地进行新诗

接受史研究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还可多层次、多方面地

展开中国新诗接受史的研究，在考察新诗史上“经典”诗

人、作品和重要流派的同时，把更多的诗人、作品纳入到

新诗接受史的研究，以百年新诗传播接受系统性文献为

支撑，整体性地考察新诗的传播接受状况。从传播学的

角度而言，现代传播场域、传播语境中读者的阅读接受

和阅读反馈隐现在报纸、杂志、书刊等传播媒介中，包括

通信、广告、评论文章、序跋、导论等，其中读者的阅读反

馈以及作者创作心理的变化，往往很难把捉，对这些材

料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将进一步增强论证的力度。从知

识考古学的角度而言，既有的新诗知识谱系往往以诗

人、作品为中心，而从接受史的角度对新诗观念的演变、

概念的使用进行梳理，将有助于深化对新诗理论观念的

认识。当然，本书也有其不足的地方，诸如对新诗史上

“失踪者”的考察不够系统，这也为后来者留下了继续深

入研究的空间。

（《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方长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传播与建构传播与建构
——评《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 □郑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