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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把钥匙开旧锁
——解析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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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是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一部汉学著作。该书提出,追忆是中国古典文学

的重要组织模式。古代的作者将过去的场景以断片的形式予以展现,引起自己与读者的追忆,再用一种历经沧桑的眼光去回顾
它们,对寻常的往事赋予不同的价值。本文从追忆的基础、可能性、困境等方面解析该书的内容,我们会发现,宇文所安其实是
在试图用“追忆”这把“新钥匙”,去打开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与审美的“旧锁”
。
[关键词] 海外汉学；古典文学；追忆
《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是美国汉
学家宇文所安的一部著作。该书提出,追忆是中国古典文
学的重要组织模式。它通过断片、举隅、共情等方式虚

现在有了新的价值 2”。杜甫在此诗中的追忆是往事产生价
值、对现在产生影响的重要前提。
其次,作为一种文学传统,追忆带着一丝“以史为鉴”

构出一个与现实世界有 别的 艺术世界,以 对抗现实世界

的意味——虽然这在宇文氏看来是极其乏味的。“在《尚

中单向度的时间。宇文所安认为创作是作者通过想象来

书》可信的部分中,始终有一双警觉的眼睛,他们注视着祖

虚构或再现往日故事的活动。作者将过去的场景以断片

先和他们的告诫,也注视着落魄前辈的、应当引以为戒的

的形式予以展现,引起自己与读者的追忆,再用一种历经

事例 3”。人在追忆历史中,不断对比自己的行为。而这种

沧桑的眼光去回顾它们,对寻常的往事赋予不同的价值。

追忆又不免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也将会是后人追忆 的对

作者与读者都可以从追忆中,获得超越性体验,甚至成就

象。因此,有过追忆行为的主体会更加谨言慎行,以免遗臭

某种程度上的不朽。从追忆的基础、可能性、困境等方

万年。

面解析该书的内容,我们 会 发现宇文 所安 其实是在试图

第三,由于追忆的主体始终站在现实世界回首往事,他

用“追忆”这把“新钥匙”,去打开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与

们在探索过去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只有在世俗的传统里,

审美的“旧锁”。

人的行为才会具有永久的价值和意义 4”。人们似乎更容易在

1 追忆的基础

追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进而产生共情。而经过文学加工、

记忆的文学是追溯既往的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始终对广

成为艺术品的“追忆”,例如诗歌、散文,又使得读者能够在

阔的过往世界敞开怀抱：
“这个世界为诗歌提供养料,作为报

观摩别人追忆过去的过程中,权衡自己境遇与作者的相同与

1

答,已经物故的过去像幽灵似的通过艺术回到眼前 ”。追忆

不同之处,从而产生共鸣。读者在发现自己之外,又可以将某

是向记忆中的东西靠近再靠近,却始终迈不过一条由时间、

种普遍的、互通的同情延续下去。

消逝和记忆模糊构成的鸿沟。而由追忆而产生的文学作品,

最后,在面对奔涌向前、一去不返的时间时,追忆似乎

与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之间,也总有着一条面纱。既然“追

是人类唯一能够抓住的力量来源。具有现代性思想的学者,

不上”,为何“还要追”？

例如詹明信,将英雄主义描述成在破碎的时间中,勇敢直

在宇文所安看来,追忆中的往事有着真实发生的事情所

面那一段段不确定的当下。而追忆则可以满足个体在漂泊

不具有的层次,即除了“复现”之外,追忆有其自身的价值。

不定的时间洪流中的那种对归属感的需求。笔者认为,这

追忆的“追”,不仅是对失忆的寻找,更是一种重新构建、重

种对于归属感的需求,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中国,似乎更

新完善的艺术再创造。原有的记忆,准确地说,应是原有的模

加强烈。失落而不可复得的往事,“如果不能传递下去(‘失

糊记忆,或人对记忆有选择性的摒弃与保留,是追忆的基础。

古 ’ ),在 文 明 的 进 程 中 引 导 人 们 实 现 一 定 目 的 的 意 志

正是由于记忆的残缺所形成的空白,使追忆有了大行其道的

(‘志’)就会崩溃,除了眼前一时的快乐,任何事都不再有

天地。

什么意义 5。追忆“承担着我们同过去联系的全部份量 6”,

2 追忆的价值

是过往与未来之间的连接,也是迈向充满不确定性未来时

首先,往事成为艺术再现的对象,只有通过追忆才能实

的信心来源。而文学作为追忆的凝练,能够将这种信心不

现。宇文氏在书中提到了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这一首具

断传递下去。借用王小波的名言便是,“当我跨过沉沦的

有追忆性质的诗歌,他认为“记忆力使他们意识到了自己失

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的军旗”——“你”在

去了某种东西,由于这种失落,过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

此代指凝练的追忆,而非李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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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复杂的价值外,追忆也具有美感。宇文氏认为,

整,“整体的价值集中在断片里,是充盈丰满的

12

”。断片的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追忆的美感源自于“举隅法”或者“断

优势就在于让人有遐想、补充乃至二次创作的空间——虽然

片美学”——以部分导出全体,用残存的碎片使人设法重新

这种听到“片言”就能“折狱 13”的非凡理解力会让人落入

构想失去的整体,并在这种重建中进行自我定位和情感表

歧途。

达。追忆通过“举隅”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不完整的过去,

5 作为艺术品的“追忆”

并让人自行填补、再现破碎的往事。而基于追忆所产生的诗

断片使得人们不能直接浮现回忆的内容,只好咀嚼、

意,不在于往事本身或今昔对比。诗意在于通过语言把想象

玩味。在“咀嚼”已经雕琢、成为文学作品的“追忆”中,

力向前引导,虽难以说得通透,却“反而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

宇文氏发现了某些本性。宇文氏首先以李清照的记忆为例,

7

《天净沙•秋思》中,“枯藤老树昏鸦”
下的东西的诱惑力 ”。

她记忆中唯一留下的是未曾到手的徐熙牡丹图,而到手的

仅仅三个碎片不足以让我们参透枯藤的颜色、老树的年龄、

东西却从记忆中丢失,“ 我们真正忘掉的是那些‘完善的’、

昏鸦的数量,但可以让千百年后的我们脑海中立马浮现出一

完成的东西

副失落寂寥的秋景。这便是古典文学中追忆传统的魅力所

六记》中的复现是有问题的。他认为“我们所复现的是某

在。

些不完满的、未尽完善的东西

14

”。由此,他有了第二个发现,即沈复《浮生
15

”,而《闲情记趣》一章

3 追忆的可能性

中,沈复与芸娘纯真美好、妙趣横生的生活片段,有“人工

宇文氏不仅阐述了追忆的意义,而且对追忆的可能性进

雕凿的痕迹”。是沈复有选择地忘却了一些事情,力求构建
的一种幻象。但笔者认为,即使真如宇文氏所言,追忆与复

行了深入的剖析。
首先,主观上,人的情感需求会成为追忆的动机。人们

现的一定是不完满的,那么就此判断沈复在说谎也未免太

“猜想当同活人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后,每一个人都

过武断。毕竟这些看似美好的往事有一个极大的缺憾,即

一定会渴望能恢复这样的联系 8”。《追忆——中国古典文

芸娘早逝。

学中的往事再现》中王守仁关心死者并不是为了对自己有

此外,作为一部作品,它本就应经历雕琢与完善的过

所帮助,而是“我们这样做只是出于我们的感情,而我们对

程。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以破坏美感为代价来拆穿作者的小

他们的感情,从根本上说,就是对自己的感情 9”——由此

心思呢？我们除了从中得到一种看似高明的优越感外,还

可见,追忆是活人与死者、现实与过去的关系得以建立的

能得到什么呢？如果我们无时无刻不以一个严肃的研究

一条重要纽带。

者的态度来面对文学中的追忆,还能从中咀嚼出甜味吗？

其次,客观方面,人类共同的基本情愫是文学作品中

而宇文所安的这本书,也许就在告诉我们,在往复的历史

追忆产生的根源。宇文氏在《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

与流逝的时间中追忆,从暧昧的断片中寻觅联系与温暖,

往事再现》的后半部分深入探讨了东西方对于命运和历史

于一段段不确定的当下中找到立足点,才是文学,乃至人

发展的不同看法,并且强调了历史的重复性。似乎要以此

生的意义所在吧。

证明古典文学中的追忆所带来的感动具有超越时空的价
值。笔者无意在此探讨宇文氏的史观正确与否,但由于历
史发展的规律性和人性的互通,不同年代的追忆活动可以
带给人类似的感动,并且 这 种感动通 常有 着相似的触发
点。
“读《祭十二郎文》不哭者不慈”,后世的读者在面对
亲友离世时,都会有着与韩愈相似的伤痛；同理还有旧城
怀古、望月思乡等等。

2 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M].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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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述,追忆是一个不断向被追忆对象靠近的过程,
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宇文氏在文中提到了追忆的两种错误类
型,即“借鉴”和“今昔对比”。此外,追忆所面对的问题还
在于它找不到“本”了。

三联书店,20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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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说的触发点,可以让“回忆的行为以及对前人
回忆行为的回忆凝练下 来,让后世的 人借 此来回忆我们
”。但后人“记得的只是某一个记忆的行为,而不是它所
11

“回忆的链条最终把我们引向不可靠的东
记起的内容 ”。
西”,在那片失落的空白中,我们找不到它要缅怀的“本”
了。

三联书店,2004.21.
7 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M].生活·读书·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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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20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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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宇文氏认为,艺术的力量恰恰来源于不完
32

1 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M].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2004.3.

三联书店,2004.10.

4 追忆的困境

10

注释：

三联书店,200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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