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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跨文化文学接受是影响文学创作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老舍小说创作起源于西方文学作品的阅读。他

的小说创作深受与他秉性、家境、社会阶层较为接近的狄更斯的影响。在小说结构安排上, 狄更斯式的正反、善恶

两极对立世界在老舍的许多作品中都有体现。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来探讨老舍对狄更斯小说结构安排的接受。

关键词: 跨文化文学接受; 小说的结构; 影响

中图分类号: I206 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9743 ( 2008) 06- 0054- 02

On the Influence of Multi- cultural Literary Reception on the Structure of Lao She s Novels

Dickens s Style of Opposite in Lao She s Novels

TIAN Jiang- ping, YU Yan- zhen

(Department of Public English, Jishou University , Jishou, Hunan 416000 )

Abstract: Multi- cultural literary recep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influence literary composing. The reading of western

literary works stimulated Lao She to write. Lao She s novel writing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Dickens whose nature, family circumstances and

social stratum are similar to his. As to the structure of the novels, Dickens s style of opposite can be seen in Lao She s works. This paper

discusses about Lao She s reception of Dickens s style by means of tex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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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艺创作的美学原理, 审美是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得

以发生和进行的前提之一。[ 1] (P36)因此, 人们就有  凡作家或
诗人都是前人或他人作品的接受者! [ 2] (P85)的说法。这也意味
着文学接受是影响文学创作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古今中外

的作家大多有从前人作品中获得启示的经验。例如, 对于世

界级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在这方面的经验, 苏联心理学家尼季

伏洛娃曾作过如此描述 :  阅读别人的文艺作品, 在托尔斯
泰的构思形成中起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这是他考虑和确立

作品的具体形式的直接推动力和基础。! [3] (P164)茅盾在 ∀谈我
的研究# 中谈到自己写小说:  我觉得我开始写小说时的凭
借还是以前读过的一些外国小说。! [4] (P26) 叶圣陶对所受的外

国影响讲得非常具体:  如果不读英文, 不接触那些用英文
写的文学作品, 我决不会写什么小说。! [ 5] (P194)曾经有人断言,
 凡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成就的作家, 没有哪
一个没有受到外国进步文学影响的! [6] ( P217)。对于中国新文学

大师老舍来说, 这种情况更为明显, 而且他文学接受的重要

源流之一是外国文学作品, 可谓跨文化文学接受。老舍的小

说创作中跨文化文学接受的途径之一是小说阅读。在英国的

5 年对老舍的创作生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不仅老舍的小说

创作主要起步于英语小说阅读, 而且其发展、成熟的每一步

都与西方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老舍小说创作的

形成与发展, 都与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的影响有密切关

系。老舍不少创作自述都显示出来, 他创作初期, 对秉性、

家境、社会阶层都与自己较为接近的狄更斯情有独钟。正是

狄更斯深刻、犀利的社会批判,  行善和爱! 的人道主义,

超群绝伦、妙趣横生的幽默手法最先在老舍心中撞出文学创

作的火花。广览狄更斯的文学作品时, 老舍往往对有的故事

结构、发展轨道和表达法印象特别深刻, 这些艺术构思、作

品成分因而就长期地、反复地影响着老舍的小说创作。

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 往往以一个或几个人物形成一个

小圈子, 这些圈子实际上也就是人物集团。一部小说一般都

要包含几个人物集团, 它们之间往往形成正反、善恶两极对

立的世界。如 ∀雾都孤儿# 中的奥立佛 布郎罗 梅里集团

与费金 赛克斯集团, ∀尼古拉斯∃尼克尔贝# 中的契里布尔
集团和拉尔夫集团。这些集团不仅在道德品质上截然相反。

而且在人物之间的关系上也完全不同。如: 契里布尔集团和

拉尔夫集团。前者的成员大都善良、诚实、正直、勤奋, 互

相之间推心置腹、互相帮助、互相关心, 结合的基础不是金

钱利益而是友谊。后者的成员则大多虚伪、残酷、狡猾、自

私, 他们相互利用又相互斗争, 谁都想为自己捞取尽可能多

的好处, 其结合的基础不是友谊而是金钱和利益。不过, 人

物之间的对立更重要的是个体之间的对立。狄更斯小说中的

人物, 处处存在对立关系。他们相辅相成、互相映衬、互相

补充, 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矛盾更加突出、思想的表

达更为清晰。如 ∀荒凉山庄# 中的德洛克爵士与郎斯威尔、
德洛克夫人与她姐姐、郎斯威尔与他弟弟乔治、伍德科特与

理查德、图金霍恩与斯墨尔维特爷爷, 等等都构成对立关

系。∀大卫∃科波菲尔# 中的大卫与特拉德尔、大卫与斯提福
兹、爱妮丝与朵拉、辟果提与斯提福兹夫人、利提摩与希

普、克里古尔与斯特郎博士等等, 都处于鲜明的对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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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狄更斯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以讲究道德而闻名。

狄更斯强调扬善惩恶。 他不能让道德低劣者有幸福的结局,
他总是把好的命运赋予那些道德上的正面人物。! [ 7] (P79)可以
说犯罪与惩罚, 高尚与奖赏是狄更斯小说的深层对立。

在结构安排上, 狄更斯式的正反、善恶两极对立世界在

老舍作品中也同样存在, 如 ∀离婚# 中张大哥与老李的精神
世界的对立以及张大哥与小赵两个世界的对立。老舍在 ∀我
怎样写 %离婚&# 中对自己的叙述出发点有明确交代:  人!。
这个唤起老舍丰富的情景想象的人是小说中的  张大哥!,
他是个精通庸人的小聪明, 融传统的谦卑、和蔼、热心与保

守、驯良、酸腐为一体的男性媒婆。他代表着现代中国的生

活世界中的稳态的人生哲学, 在他的  天平! 般的生活哲学
统驭下, 虽然周围的人们生命中会萌生  各种花样! , 但最
终都归于敷衍、妥协的生命态度与结局。张大哥独特的稳态

生活哲学与病态民族文化以及当下通行生活的一致性, 对小

说中他周围的人处理  人生中的根本问题! 之一的婚姻的态
度与行为, 发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张大哥的生活哲学构成了

叙述中的精神氛围, 压抑着老李, 包围着叙事中的男男女女

的生活。仅有张大哥做媒活动的胜利结合其生活哲学的宣

传, 并不足以构成文本逻辑的规制力量, 必须有一种历史语

境作为约束与制衡前提, 还要有此生活哲学成为人物意识对

象引起的冲突, 并且这样的人物一定成为其牺牲品, 才能充

分地显示这样的生活哲学的  匿名统治! 的作用。正如老李
意识到的: 张大哥  这种敷衍目下的办法 虽然是善意的

似乎只能继续保持社会的黑暗, 而使人人乐意生活在黑

暗里; 偶尔有点光明, 人们还须都闭上眼睛, 受不住呢!!
张大哥的生活哲学就是一种匿名统治的伦理力量, 老李生活

在这样的力量统治之下, 深深地感受到无可逃脱的压抑, 又

不得不敷衍、妥协、放弃。所以, 张大哥是一座匿名统治的

围城, 老李就是那用全部心力突围而终于没有走出围城的

人。小说开头叙述在  以婚治国! 的张大哥的谋划诱导下,
老李下乡把太太孩子接到城里来教育改造, 第二十章结果老

李辞去周围人羡慕的一等科员职位, 带着太太孩子重回乡

下。从老李由城入乡的生活范围的变化看, 他终于逸出了张

大哥平衡哲学的规制; 但是从生活的实质内容看, 老李正是

被张大哥降服了 他不再  有意! 离婚了。其间老李所作
的对张大哥哲学的抗争终归无效, 印证了老舍引述的叔本华

对悲剧的阐释:  我们看到生活的大痛苦与风波, 其结局是
指示出一切人类的努力的虚幻。! [ 8] (P148)在这一张大哥与老李
精神意识对立的叙述, 包含老舍对社会黑暗的分析与批判。

以自己为宇宙的中心, 集中国历来的勾心斗角与现代西

方的损人利己于一身, 俗气十足且恬不知耻的无赖小赵, 在

衙门里炙手可热的, 善于仗势欺人, 乘人之危, 诈财物, 猎

女色, 心如蛇蝎, 令人发指。借营救张大哥儿子之名, 要张

大哥的房, 还要张大哥的女儿作  妻! , 否则, 就要落井下
石, 置张大哥儿子于死地。通过小赵这个形象, 老舍对官衙

的黑暗进行了揭露, 对古都文化的消极方面及社会的积弊进

行了批判。这正是老舍具有执教英伦五年、大量接触英文原

著、 落在小说阵里! 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 还摸索出一套
颇具个性的读与写相结合, 以读导写的创作路子, 并恪守了

 把内容放到个最合适的形式里去! 的创作原则[9] ( P494)。然而

要把内容放到个最合适的形式里去, 借鉴是必要的。老舍向

狄更斯作品的学习, 显示了他开阔的创作视野和开发性认知

风格。当他出神入化地将借鉴所得融入自己作品的肌理时,

我们看到的便不是借鉴, 而是脍炙人口的新作。

在采中外文学之精华, 集多年艺术之积累的 ∀四世同
堂# 里, 作家选择小羊圈胡同作为人物活动中心, 一个小胡
同足以体现一个  小社会!, 不仅符合古都北平的社会结构、
习风特点, 而且为人物的组织安排创造了相对集中的优越条

件。小说逐渐展开, 介绍了整个小羊圈居民的情况。路南一

号是钱家。二号住三家, 以李四爷家为主。三号是冠家。四

号和六号是小杂院。与祁家一墙之隔的七号是大杂院。按照

每家每户的程序, 对重要人物, 均从身份、职业、性格特点

等方面作了简要介绍。先展示一下每一个人的  脸谱! , 比
如祁家的祁老人、祁天佑、瑞宣、瑞丰、瑞全、韵梅、天佑

太太。钱家的钱默吟、孟石夫妇、仲石、钱老太太。李四

爷、李四大妈以及杂院里的马老寡妇、程长顺、小崔、孙

七、棚匠刘师傅、小文夫妇。冠家的大赤包、冠晓荷、高

弟、招弟、尤桐芳等。每家都确定了重点描写对象, 祁家的

重点人物是瑞宣, 钱家是钱默吟, 冠家是大赤包、冠晓荷,

李四爷好像是杂院里人物的  主心骨!。而所有的人家都厌
恶三号的冠家, 这样便形成了钱祁两家以及大杂院的穷人跟

冠家的矛盾对立情势。  八一三! 上海的炮声, 曾使小羊圈
的人们感到  兴奋与喜悦!。仲石摔死一车日本兵的英雄壮
举, 不仅激起了钱先生的民族意识、爱国热情, 而且催促了

瑞全的出走行动。但同时, 它又成了冠晓荷、大赤包向日本

人告密, 求  进身之路! 的材料。这是在民族危亡关头, 爱
国与卖国两种人格的大对立。这种对立在某一家庭内部的表

现也相当尖锐, 像祁家, 就出了个三花脸式的小汉奸祁瑞

丰。在冠家这个汉奸窝里, 出了高弟、尤桐芳两个  叛逆!。
大赤包以及她的丈夫冠晓荷, 认贼作父来欺压自己的同胞,

再加上她们的二女儿, 满门无耻 , 专门摧残忠良百姓。他们

出卖钱默吟, 讨好日本侵略者; 监视小羊圈胡同里的邻居

们。他们告密邀功, 害得钱家家破人亡时还大摆牌局, 连听

见钱母哭子去, 钱媳妇哭夫亡也要咒骂不已的劣迹则不由使

人深恶痛绝, 怒火中烧。他们干着最下贱的营生, 是最无耻

的一群。他们的特征是把良心、灵魂, 都卖出去, 卖给侵略

者。对普通百姓的高尚、英烈和浩然正气进行的刻画, 对一

批虽然还有各自的局限和不完美之处, 却程度不同地体现了

民族尊严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城市贫民的歌颂。再加上对古老

文明中的消极因素, 如若干青壮年的家庭观念, 老派人物初

期的苟且偷安, 传统的升官发财观念等等的深刻揭示, 表现

了老舍痛恨丑恶、追求善美的人生态度。这种正反对立世界

的描写, 足见老舍对狄更斯小说有一定的借鉴, 但更多的是

超越与创新。其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把从外国文学中所获

取的营养运用到对中国的情境描绘中, 对中国传统文化心理

的沉淀进行刻画。这不仅反映了跨文化文学接受对开阔老舍

小说的艺术构思大有好处, 而且说明作家只有以开放性思维

广泛汲取全人类的优秀精神遗产 , 才更有助于将自己所亲身

感受到的生活, 以富于艺术感染力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且反

映了老舍博览广取的世界眼光, 显示了他能动地吸收、消化

人类文化遗产, 用  自己的语言和技巧完成自己的东
西! [ 9] (P483)的执著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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