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小说中的男女关系与言情传统的裂变

林纾小说中男女关系与言情传统的裂变
邓 瑗

内容提要

林纾言情小说在设置人物关系时常采用女长男幼的设定，年长的女性往往具备更娴熟的主

持家政能力，是作为妻子的合适人选，可见他考量婚配的因素主要在于女性的作用和对家庭的助益，其笔下
人物多是功能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林纾不善言情。他一边创作、翻译了大量言情小说，一边又对言情本
身的流行十分警惕，这样的矛盾来自中国小说史上以情至性的言情传统。林纾实际上将言情视作可利用的
规训手段，以软化方式实现人对社会秩序的主动服膺，这在其小说中书生与鬼女妓女的故事里得到了鲜明
体现。即便是翻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
《迦茵小传》也隐含着言情传统的构架。学界对其翻译小说“传播
了近代西方追求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新思潮”的理解，某种程度上源于五四前后中国小说言情传统的裂
变，及不同时代下读者的“创造性误读”。这种“误读”恰成为林译言情的魅力所在，通过连接两代文学读者，
抚慰了情感话语转型的阵痛与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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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在文学史上多是翻译者的形象，康有为“译才并世数严林”至今仍为研究者时常提起。作为
译者的林纾，其实也创作了不少小说，如长篇《剑腥录》
《金陵秋》
《劫外昙花》
《巾帼阳秋》
《冤海灵光》，
短篇集《畏庐漫录》
《畏庐笔记》
《蠡叟丛谈》
《技击余闻》，等等[1]。一般认为，林纾的“自作小说实不能算
是成功”，
“林琴南先生自己的作品，实不能使他在中国近代文坛上站得住一个很稳固的地位；他的重
要乃在他的翻译的工作而不在他的作品”[2]。因此，学界对林纾自作小说的关注远低于对其翻译小说
的研究。
在此笔者并非要为林纾的自作小说翻案，而是想指出，林纾的翻译与创作之间或许并不存在那么
大的裂隙，其自作小说蕴蓄的思想往往在翻译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复现。这种情况在其言情小说和同
[1]详见朱羲胄述编：
《春觉斋著述记》，
《民国丛书》第 4 编 94，上海书店 1992 年版；
《林纾著作目录》，见张俊才《林纾

评传》附录，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

[2]郑振铎：
《林琴南先生》，
《小说月报》1924 年第 25 卷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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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言情类型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迦茵小传》等译作中尤为明显。林纾创作与翻译的互动及其接受流
变，彰显了中国小说言情传统在近代发生的裂变，可谓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情”话语的范式转型的一
个典型案例。而勾勒这一裂变的过程，
则要从林纾自作小说中的几组人物关系谈起。

一、女长男幼：婚龄与对女性的功能性想象
林纾小说中有一个较少为人提及的现象，他的言情小说在处理男女人物关系时常采用女性比男
性略年长的设定。仅以言情题材较集中的小说集《畏庐漫录》为例。该集共收录小说 95 篇，其中有言

情成分且明确交代人物年龄的约 19 篇，而采用男幼女长的人物关系的则有 8 篇，比例接近一半；此外，

《畏庐笔记》
《冤海灵光》等作品中也出现过这样的设定。

女长男幼的婚配在中国小说中并非普遍现象。古人对婚龄的期待一般是男长女幼，如《大戴礼
记》载：
“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备于三五，合于八也。”
“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于五
也，中节也。”[1]《周礼》
《礼记》
《尚书》
《白虎通》等都谈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孔子家语》也说：
“男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2]虽然对婚龄的具体规定不完全相同，有的
或许还存在虚构的成分，但至少提示了一种古人对初婚年龄的想象和期待，而在这些记载中，男性往
往比女性要晚婚。据统计，
“在清代，把男子的平均婚龄定在 20 岁到 21 岁，女子定在 17 岁到 18 岁，大

致是合适的”[3]；
“在元配中，妻子年岁大于丈夫的百分比是 23.7%，反之，百分比为 76.3%”[4]。虽然民间
有“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和童养媳的习俗，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并非最理想的婚配方式。

在此对比下，林纾笔下男女婚龄的设定更值得深思。他常常让年龄稍长的女子和较柔弱的男子
婚配。如《裘稚兰》中裘稚兰 20 岁、书生吕秋士 19 岁，前者为女贼，偶然看中了书生，屡次留下盗来的

物品作为定情物，最后终成眷属；
《柳枝》中柳枝经历动乱和家族变迁后嫁给了年幼一岁的青梅竹马玉
尊；
《柳亭亭》中柳亭亭“二十有一，长郎三岁”[5]；
《谢兰言》中谢兰言 20 岁、韩子羽 19 岁，
“子羽恒以姊呼
之”[6]，等等。

林纾对男女婚龄的设想很多时候有悖于当时的普遍习俗，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如此设定是否暗含
深意，或者说，是否隐喻着林纾对理想的男女关系的期待。在此可以《洪嫣篁》为例作一考察。小说设
置了一男二女的关系模式，洪嫣篁和白珠霙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女子形象，薛颖在两者间的婚配选择，
也像是一场关于如何定情、如何择婚的试炼与考验。白珠霙“娟淑能诗，尤工围棋”，但不擅长主持家
政，记账时常常走神，且缺乏生活常识，屡次闹笑话；洪嫣篁“美而纯孝”，比薛颖年长一岁，
“颖每相见，
直以女兄视之”，
“嫣篁诗才不如珠霙，然能家，米盐之事，咸布置井井”[7]。白珠霙是典型的才女，洪嫣
篁则是出色的主妇。在这篇小说中，年长意味着更成熟、稳健的身心状态，指向了更卓越的主持家政、
经营家庭的能力，这恰是一位妻子最核心的素质。因此，虽然薛颖先娶了珠霙，但她不善家政，常需要
嫣篁的辅助和指点，而后来珠霙的病逝，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在这场择婚的角逐中她因缺乏持家能力
而败北。女子的才情并不能让她成为理想的妻子，
“能家”才是更值得重视的品质。
洪嫣篁在“能家”方面树立的坚强形象与丈夫薛颖的孱弱又形成了一种对比。当嫣篁主持家政游
[1]《大戴礼记》，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第 216 页。

[2]王国轩、王秀梅译注：
《孔子家语》，
〔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
第 318 页。

[3][4]郭松义：
《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202 页，
第 222 页。
[5]林纾：
《柳亭亭》，
《畏庐漫录》卷二，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112 页。
[6]林纾：
《谢兰言》，
《畏庐漫录》卷三，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248 页。

[7]林纾：
《洪嫣篁》，
《畏庐漫录》卷二，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177-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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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有余、得心应手时，站在她身旁的薛颖却是一副十足懦弱、毫无主见的形象。他在小说中最常见的
举动是哭：母亲去世时，他“长日念母，动即掬泪”；珠霙生病时，嫣篁忙于照顾病人，
“而颖已哭泣如泪
人矣”。嫣篁和薛颖的年龄差在两人的相处模式上也有所反映。年长的嫣篁负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
正可以弥补年幼的丈夫处事方面的不成熟。从这个角度看，男幼女长的婚配模式在林纾笔下是颇具
深意的，年龄的长幼同时意味着处事能力的强弱，而年纪稍长的女性往往具备更娴熟的主持家政能
力，是作为妻子的合适人选。
事实上，在林纾小说所表现的男女关系中，我们常能看到他是如何考量一段婚配的合适与否的。
小说中的青年男女即便彼此有情，但这段关系是否应该合法化、两人能否步入婚姻，在此问题上，林纾
更看重的是女性的作用如何与家庭是否得到助益。如《薛村姑》中，薛村姑本有诗才，但嫁为人妇后才
情遭到婆婆的打压，她终日劳作却也毫无怨言，反而说：
“井竃之事，妇职也。天下焉有以职授人而不
求其尽者。姑不直我，必吾职之未尽，行当吾职耳。”[1]薛村姑某种程度上是得到改造的白珠霙，才女再
次遭到否定，如若没有洪嫣篁这样的年长者作为替代，她只能放下诗书，在柴米油盐中尽好妻子的责
任。又如《桂珉》中的女子桂珉和渔夫谢玉井，两人情深义厚，谢玉井却始终不敢坦陈自己的情愫，并
屡次拒绝桂珉的求亲，其理由是：
“吾父母非仗吾渔，不可得生，增一妻，必增数子之累。试问一网之
微，能供数口耶？”[2]也就是说，谢玉井看重的是家庭的责任，他和桂珉的情意能否合法化，在于桂珉能
否承担妻子的角色，及妻儿在一个贫困家庭里的必要性。他首先考虑的是这样的男女关系是否有助
于家庭的维持和运营，而非情感本身。这亦可见，在林纾笔下，人、尤其是女人不是作为个体存在的，
而是首先作为某种功能类型在故事中发挥作用。
林纾小说中对女性的期待总体上符合传统社会的惯例和需求。
《礼记》上说：
“昏礼者，将合二姓之
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3]婚姻本不必出于男女情感，而是两个家族的结合，其
首要目的自然在于家族的稳固和提升。费孝通也从生育制度方面解释了这样的现象。他指出，婚姻
是“确立双系抚育的文化手段”[4]。每个孩子必须有父有母才能完成全盘的社会生活教育，这就必须在
纯粹的生理冲动外用社会的力量确立双系抚育，而这正是婚姻的由来。
“把婚姻这件事拖累很多人，成
为一件社会上很多人关心的公事，其用意无非是在维持结婚的两个人营造长期的夫妇关系；长期的夫
妇关系是抚育子女所必需的条件。”[5]在这样的关系中，强烈的亲密情感甚至是很危险的，
“可能销毁一
切后起的、用社会力量所造下的身份”[6]。因此，古人在处理夫妻关系时常采用片面化的办法，如“相敬
如宾”，
“把感情方面的要求撇开一下，偏重于经济上的，事业上的合作”[7]。林纾对婚姻的理解正出于
这样的考虑，当经济未达到较高水平时，儿女的抚育完全由家庭来承担。为完成此任务，夫妻双方事
务上的合作是比两人的情感交流更迫切、紧要的事，在选择妻子或处理男女关系时，将人物“片面化”
为某个角色或某种功能的承担者，也不就奇怪了[8]。

[1]林纾：
《薛村姑》，
《畏庐漫录》卷一，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
第 28 页。
[2]林纾：
《桂珉》，
《畏庐漫录》卷二，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130 页。
[3]杨天宇：
《礼记译注》
（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815 页。

[4][5][6][7]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4 页，第 131-132 页，第 141-142 页，第

146 页。

[8]林纾本人的家庭正是这样一个合作默契、井然有序的社会单位，读者亦可从其家庭模式中看到他对女性的上述

想象和期待。见《先妣事略》
《外舅公刘公墓志铭》
《母弟秉耀权厝铭》
《叔父静庵公坟前石表辞》
《谒外大母郑孺人墓记》
等文章，
它们生动再现了林纾早年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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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书生与鬼女/妓女：言情的作用及传统
林纾小说在处理男女关系时并不是很看重情感的成分，对人物、尤其是女性的功能性认知往往压
倒情感的考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林纾不善言情。在一篇自传性散文《冷红生传》中，他讲述了自己
屡次拒绝妓女主动示好的经历，并自陈：
“吾非反情为仇也，顾吾猵狭善妒，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人
又未必能谅之，故宁早日自脱也。”[1]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时即署名“冷红生”，这段自白某种程
度上代表了他的心声，
“冷情”意在指向更专一、强烈的“深情”，或者说，在其笔下“情”是有着特殊意味
的，
“有情”并非情感的肆意放纵。
综观林纾的论著亦可发现，他对“情”的态度有些暧昧、矛盾。一方面，林纾翻译、创作了大量言情
小说[2]，即使是社会、历史题材的作品，他也常常“拾取当时战局，纬以美人壮士”，在故事主线旁插入一
条言情的脉络；但另一方面，林纾对言情小说又不那么认可，多次说过“天下文章，莫易于叙悲，其次则
叙战，又次则宣述男女之情”[3]之类的话，并且感叹：
“且小说一道，不述男女之情，人亦弃置不观。今亦
仅能于叙情处，得情之正，稍稍涉于自由，狥时尚也。”[4]似乎认为言情乃不得已而为之，只是作为一种
比较容易上手且对读者很有吸引力的叙事元素。为何会呈现如此矛盾的论述呢？言情在小说中究竟
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从小说史的角度看，中国历代亦不乏言情题材的创作，尤其明清以降，言情小说呈现出了一个高
峰，不少小说、戏曲都以“情”为首要题旨。如汤显祖提出了著名的“至情说”：
“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
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5]冯梦龙倡导“情教”，认为“始于男女”的情可“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
朋友之间而汪然有余”[6]，开显出一条由男女情上升至忠孝仁义的伦理化道路。清初以天花藏主人为
代表的才子佳人小说作者，也常在行文中铺展“情”的议论。但正如海外汉学家黄卫总所言，明清小说
中的“情”蕴含着一个矛盾和悖论，他们一面夸大“情”的力量，赋予其本体论上的优先权，一面又不断
强化“情”在维护道德秩序方面发挥的作用。而当“情”须借助维护公共道德和伦理秩序来获得合法
性，而非出于个人的心理需求时，
“情”
的合法化过程同时也构成了对其自身进行规训的过程[7]。
中国小说对言情的设想，其理论根基实际上来自思想史中的性情论。据朱立元《美学大辞典》，性
情，分别指“人的先天的固定不变的原初本性”和“人的后天的变动不居的心绪欲求”[8]。
“情”作为性的
形而下显现，可能会因受到现实情况的影响而有走偏、扭曲的危险，同时，
“欲”也常作为对应项出现在
性情论的构架中。如荀子说：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9]朱熹提出：
“心譬水
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静，情所以行乎水之动，欲则水之流而至于滥也。”[10]也就是说，处
于“性”和“欲”之间的“情”本身就具有双重特征，它既是性在现实中的具化，可导向忠孝仁义的善途，
也是欲之泛滥的源泉，如不节制、约束，便可能误入欲的迷途。中国思想史上的“情”，不禁让人想到弗
[1]林纾：
《冷红生传》，
《畏庐文集》，
《民国丛书》第 4 编 94，
上海书店 1992 年版，第 25 页。
[2]据其弟子朱羲胄整理，
林纾翻译的作品中有哀情 9 种、言情 36 种。

[3]林纾：
《
〈孝女耐儿传〉序》，迭更司原著，林纾、魏易译《孝女耐儿传（上）》，商务印书馆 1915 年版。
[4]林纾：
《鬊云》，
《畏庐漫录》卷三，
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189 页。

[5]汤显祖：
《
〈牡丹亭〉题词》，徐朔方、杨笑梅校注《牡丹亭》，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6]詹詹外史：
《詹詹外史序》，
《冯梦龙全集·情史》，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7]黄卫总：
《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
张蕴爽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39-40 页。
[8]朱立元主编：
《美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172 页。
[9]梁启雄：
《荀子简释》，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322 页。

[10]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
《朱子语类》第 1 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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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伊德心理学中的自我，它同样处于本我和超我的两难中，既承受着来自本我的欲望的蛊惑，又被超
我的道德原则所监督、压制，
在两者间起调和作用。
中国小说中的言情，意义正在于此。它与“欲”相接连的部分满足了人们放纵欲望的需求，与“性”
相牵连的部分又将此欲求“升华”
（sublimation），规训到忠孝仁义等伦理认可的范围内。社会学上“将
遵循规范的动力归为三类：一是就范（compliance），专指在威逼或利诱的情况之下的遵循；二是认同
（indentification），个人认同某人或某群体，从而遵循其所信守的规范；三是植入（internalization），通过
教化过程，把社会的规范内植于个人心中。三种遵循动力之中，以植入最为持久有效，因为规范已经
变成了个人之所欲，动力发自内心”[1]。言情的目的，正是“规范内植”，用软性的教化来实现人对社会
秩序的主动服膺。小说史上言情的暧昧也源于此。一方面不断有作者张扬“情”的伟力，言情小说层
出不穷；一方面又常出现言情被视作“淫词”而禁毁的情况，如《西厢记》
《情史》
《红楼梦》等言情经典都
曾被查禁[2]。这意味着言情的“度”很难把握。如何满足读者的欲求又不违背伦理的道义，是历代言情
小说反复讨论、斟酌的话题。
了解了这样一个言情传统，再来看林纾小说中言情的矛盾和悖论，其原因便十分清晰了。林纾的
创作是沿着言情小说的发展脉络赓续而来的，他同样将言情视作可利用的规训手段，于是一边创作、
翻译了大量言情小说，借助其灌注的教化实现“规范内植”；一边又对言情本身的流行十分警惕，担心
读者对小说中情感元素的过分关注，会遮蔽、掩盖教化的用意。事实上，林纾的小说维护、延续了这个
言情传统，他在张扬“情”的同时，也不断重申“礼防”的重要性。其小说但凡将故事背景设置在现实生
活的情境里，都会在男女之间拉起一条“礼”的界线，即便如《谢兰言》中的主人公接受过西学，身处海
外，在面临海难的危急时刻，两个情意相通的人也不敢打破礼防设下的规约，谢兰言甚至说：
“在私情
言之，则情胜于义；在礼防言之，则礼重于生。”[3]儒家伦理本就为特殊情况下的“礼防”问题留下了“从
权”的空间，
《谢兰言》中两人的知识背景、出洋经历以及海难的特殊环境，早已打破了日常生活的情
境，但林纾恰恰要通过这种非常时刻的坚守来考验“情”的真伪。因此，其小说中的言情最终总是导向
性的规训，
实现对忠孝仁义的再确认。
在此可将差不多同时期的早期“鸳鸯蝴蝶派”言情与之稍作对比。
“鸳蝴派”的作者虽然理论上也
想建构由情至性的推演路径，甚至以爱国、
“保种”等更具时代色彩的要求代替忠孝的传统伦理；但从
其叙事实践来看，理论设想与故事发展之间往往存在背反。
“鸳蝴派”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无法实现由情
至性的构想，反而在遵循“情”的原则的路途中，最后走向了众叛亲离[4]。这样的情节在林纾小说中几
乎是不可能存在的，他的小说很少有严格意义上的悲剧。
“鸳蝴派”小说中造成离乱的因素，如革命、起
义等，在林纾这里，有时还成了促成男女双方结合的助力，如《柳枝》中武昌起义、清朝灭亡，本来宗室
平民不可通婚的两人反而有了成婚的可能；
《董紫薇》中太平天国造成的动乱成了男女主人公相遇的
契机。因此，
当“鸳蝴派”小说呈现哀感顽艳的氛围和情调时，
林纾的言情却总体上较为平和、淡定。
那么，林纾是如何处理“情”的矛盾的呢？如若情感对象不能满足伦理的一般要求，小说情节会走
向何处？可以林纾笔下的书生与鬼女∕妓女故事模式为例试作探讨。林纾被章太炎称作“今之蒲留
仙”[5]，他的文言笔记中有不少类似《聊斋志异》谈狐说鬼的故事，书生与鬼女的情缘也是常见的题材。
[1]艾朗逊（Elliot Aronson）语，见张德胜《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4 页。
[2]见李时人等：
《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漫话》，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9 年版。
[3]林纾：
《谢兰言》，
《畏庐漫录》卷三，
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251 页。

[4]详见拙文《情感设想与叙述实践的悖谬——兼论民初小说中情感体验的三重境界》，
《兰州学刊》2013 年第 9 期。
[5]转引自任访秋：
《林纾论》，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3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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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者李海燕指出，儒家情感结构（the Confucian structure of feeling）将男女情仪式化了，并将女性

分为好坏两种类型。前者只能是母亲或妻子的形象，即承担复现社会秩序之任务的女性；后者则满足
了男性的激情，或提供生育等范畴外的性体验，如情妇、妓女和仙女[1]。林纾小说中的鬼女和妓女都属
于后一种类型，她们本身就被排除在正常的社会秩序外，处于边缘位置。这样的女性难以整合进言情
传统的构架，
是无法导向对伦理的再确认的。
林纾笔下的书生与鬼女故事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他塑造的鬼女全都无法进入婚姻，成为人妻，如
《钏声》
《柯红豆》
《薛五小姐》等，莫非如此。将《畏庐漫录》与《聊斋志异》进行比较会发现，虽然后者同
样涉及大量书生与鬼女的情感故事，但蒲松龄设定的结局却丰富得多，在不少小说中书生、鬼女都终
成眷属。其中，
《聂小倩》的故事流传甚广且较为典型。聂小倩并非一开始就得到宁采臣家的认可，宁
母最初不愿她为儿妇，原因是：
“但生平止此儿，用承祧绪，不敢令有鬼偶。”[2]也就是说，鬼女无法生育，
这一点成为她不能作人妻的核心阻碍。而聂小倩最终达成所愿，在于故事后来满足了几个基本的伦
理要求：一、聂小倩非常贤惠，操持家务辛勤而无怨言；二、聂小倩有生育能力（故事未交代何以如此），
最后为宁采臣诞下一个男孩。可见，在《聊斋志异》中鬼女成为人妻亦非易事，鬼女只有在能够将身份
合法化、整合进伦理秩序时，才有圆满的可能。当然，在此过程中，书生与鬼女间原本越轨的情感自然
也规训到生活秩序的范围内了。
相比之下，林纾小说之所以未出现这样的结局，部分原因即在于，他对鬼女的非正常身份了解得
更透彻，也更坚定地维护以情至性的言情传统。在这样的小说中，林纾采取的办法是“李代桃僵”，即
通过替换情感对象弥补故事的缺陷。例如，
《柯红豆》中鬼女红豆主动向书生推荐了自己的妹妹作为
替补者，书生与妹妹成婚后，又在家中供奉红豆的木主，将其视作“鬼妻”，从而实现“情”与性的弥合；
《薛五小姐》中薛五小姐与书生两情相悦，但她深知“鬼气中人，无益于君子”[3]，主动节制欢爱，并亲自
为书生挑选了合适的妻子。这样的替补者与被代替对象之间往往存在较亲密的关系，如《柯红豆》中
红豆“生时与妹食息相依，凡妹所能，多半出儿口授”[4]；
《薛五小姐》中书生的妻子亦为薛五小姐举荐而
来。由此，替补者和被替代者构成了重叠的影像，
“情”也在这种相似中得以延续。但反过来说，情感
对象可轻易被替换，这本身即意味着在男女关系中人是功能性的，如不能发挥功能，就有被代替的危
险；而在功能得以实现的情况下，
是谁来担任妻子的角色，或许并不重要。
书生与妓女的故事[5]，如《秋悟生》
《赵倚楼》
《苏二蕃》
《穆东山》等，同样再现了上述模式。妓女如
鬼女一般不处在正常的社会秩序内，绝非人妻的合适人选。林纾笔下的妓女也确实很难获得圆满结
局，除《柳亭亭》[6]外，其余小说中两人即便情意深厚，最终也无法结合。林纾的理由是：
“风尘中人，安
可使主中馈？孤儿失母，宜更得淑善者为筦其衣食。”
“且寒人之家，何取姝丽？昵新而艳其美，曲意承
迎，适足生其骄纵，妾母骄而孤儿馁矣。”[7]他又说：
“迨既娶为妾媵之伦，则嫡庶分定，尊卑位殊，游语不
能发之家庭，颜色亦顿庄于平日。彼妓女初无学养，又不谙家居之静况，以为昔慕其色，故尽瘁其家，
[1]Haiyan Lee,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1.

[2]蒲松龄：
《聂小倩》，
朱其铠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上）》，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171 页。
[3]林纾：
《薛五小姐》，
《畏庐漫录》卷二，
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
第 153 页。
[4]林纾：
《柯红豆》，
《畏庐漫录》卷一，
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25 页。

[5]此类故事分析，
亦可参见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第 3 章，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6]《柳亭亭》中妓女能与书生成婚，在于她满足了几个条件，如柳亭亭本出身名门，能诗善画，且经过调理后身体适

合生育，
最后为书生生了三个孩子。柳亭亭的圆满在于她和聂小倩一样完成了进入正常秩序的伦理身份认定。
[7]林纾：
《秋悟生》，
《畏庐漫录》卷二，
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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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顿改前状者，殆别有所眷，将为秋扇之捐，则怨声立作，至有决然舍去，更操故业者。”[1]也就是说，
妓女不熟悉平常家居生活，无法很好地承担主母角色，若娶为妻子，只会破坏原本井然有序的生活状
态。这再次表明，林纾选择情感对象的标准是适应家庭生活的能力，无法整合进正常社会秩序的女
性，无论如何都难以获得其认可。书生与鬼女∕妓女之间的“情”，如不及时遏制或通过“李代桃僵”进
行改造，
便有沦落为“图淫”的风险，甚至失去作为“情”的资格。

三、茶花女和迦茵：
“创造性误读”下言情传统的裂变
学界一般认为林纾的自作小说不足以代表他的真正成就，
“他的成功在翻译不在创作”[2]。仅以自
作小说来论林纾，对其认识恐怕不够全面。那么，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是否同样延续了上述言情传统
呢？可以《巴黎茶花女遗事》
《迦茵小传》为例作一分析，它们是林译言情小说中流传最广、最有影响力
的两部作品。
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最早于 1899 年由林纾、王寿昌合译为中文，出版不久就出现了三四个

版本（素隐书屋 1899 年本，玉情瑶怨馆 1901 年本，文明书局 1903、1906 年本）[3]，可见流传之盛。学界
对该小说的通常评价是：
“这类翻译小说热情地歌颂了那些青年男女们坚贞纯洁、执著如一的爱情，从

而传播了近代西方追求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新思潮，显然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文化的特征。”[4]这似乎
意味着《巴黎茶花女遗事》超越了由情至性、志在实现“规范内置”的言情传统，而成为与五四新文学相
契合的作品。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冷红生传》中林纾曾由自己拒绝妓女示好的经历谈到翻译《巴黎茶
花女遗事》，同时他也创作了不少书生与妓女的情感故事，其原型或多或少都来自这段亲身体验。两
种故事的并置本身即暗示了一种共通性，某种程度上，自作小说中书生和妓女的故事是可与《巴黎茶
花女遗事》对照阅读的，
自作小说中妓女的命运在《巴黎茶花女遗事》中复现了。
仿佛为印证林纾对妓女不能持家的忧虑，茶花女马克正是一个生活奢靡、用度惊人的妓女，最初
她不能对亚猛专情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此女每月须花费七千法郎，年花费达十万法郎，决非亚猛一人
能承受。不良的生活习惯给两人造成了很大困扰，亚猛为资助马克开始出入赌场，并打算卖掉母亲留
下的遗产。他与妓女的亲密关系给家族名声造成负累，甚至连累妹妹原本订下的婚约也有遭到反悔
的可能。
《巴黎茶花女遗事》中的亚猛其实面临着林纾小说中与鬼女或妓女亲近的书生同样的困境，作
为情感对象的女性无法契合妻子的伦理规约，两人的感情就会遭到质疑或否定。虽然小仲马笔下的
亚猛更执著、叛逆，但小说最后仍然发生了“情”的逆转。马克在亚猛父亲的劝说下决定主动与亚猛断
交，这看似出于对亚猛的爱意，其实也暗含着马克渴望树立名誉、获得社会秩序认可的心理。马克答
应亚猛父亲的请求时想的是：
“余自忖与君定议清俭度日之局，几为往日恶名所掩，不能自直于人”，
“吾亦甚乐得此老一日之誉，知吾心志之正也”[5]。即使是处在正常秩序外的妓女也渴望着来自舆论的
肯定，此举果然换来亚猛父亲“好女子”的赞誉，而他在马克额头上留下的亲吻，某种意义上也如同圣
父的洗礼，涤荡了马克作为妓女的罪恶。由此，实际上将马克收编进了伦理秩序的话语，借由放弃与
亚猛的感情来完成对其“情”之真挚高贵的认定。这不禁让人想到吴趼人的《情变》：
“大抵情到极处，
[1]林纾：
《穆东山》，
《畏庐漫录》卷四，
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297 页。
[2]寒光：
《林琴南》，
中华书局 1935 年版，第 210 页。

[3]参见阿英：
《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
〔北京〕
《世界文学》1961 年第 10 期；张旭、车树昇：
《林纾年谱长编》，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1 页。

[4]张俊才：
《林纾评传》，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
第 112 页。

[5]小仲马：
《巴黎茶花女遗事》，林纾、王寿昌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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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成了不情，于是乎有变；倘无变，反不成为情。”[1]也就是说，
“情”的过分执著反而使自身变质为欲，只
有及时遏制才能确保“情”
的正当性。
哈葛德原著，林纾、魏易合译的《迦茵小传》同样如此。虽然迦茵并非妓女，但小说一直强调她没
有父亲的孤女身份，这意味着她缺乏父姓提供的家族庇护，不了解自己的身份信息，因而也难以在社
会秩序中找到相应的位置。但亦如迦茵所言：
“且为人生而无姓，为事更易，即使得罪有司，亦不至累
及宗属。自今以后，余惟自适己事，不审其他；矧父母既已不在，则我即为我之主人，乌能以素所不爱
之人与之为偶？”[2]身份的缺失具有两面性，这既让迦茵成为游离于正常生活之外的多余人，又让她反
而生出一股敢于叛逆、挑战常规的勇气。
“我即为我之主人”也像极了鲁迅《伤逝》中子君的呼告：
“我是
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3]但迦茵身上的这种不确定性，在周围人那里却被视作危险
而必须打压的品质，从姑母到其隐瞒身份的生父来文杰，都在劝她“尔亦不能自致于高等，当循分而
已”[4]，小说亦评论道：
“故其不教不检之性情，能善亦能恶。”[5]从这个角度看，迦茵的性格恰似中国思想
史上处于性和“欲”之间的“情”，既可为善亦可为恶，动荡而充满未知。而迦茵与亨利的爱情故事，某
种意义上也可看作是对游离于社会秩序外的“情”进行规训的故事，只有当迦茵为成全亨利而放弃对
他的执著时，
其“情”才获得认可。
与迦茵形成一对镜像人物的是来文杰之女爱玛。她和迦茵是同父异母的姊妹，但两人却身份悬
殊。爱玛拥有丰厚资产，本为亨利妻子的最佳人选。小说将爱玛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形象，与
迦茵的身份低微、世俗和叛逆形成对比。两人的“情”也分属于两种类型。迦茵在钟情时有不顾礼法、
不在乎他人眼光的放肆倾向，爱玛则显得节制而内敛。即便在亨利生命垂危的时刻，爱玛不禁于慌乱
中道出对亨利的情意，事后亦十分懊恼：
“吾之自憾，非憾用情之误；盖用情宜滞之怀抱，不应宣泄于
人，即圣经所谓圣洁之性者。吾本赖此圣洁之灵光，自照其一生之行事。今用情既丧其源，即吾一生
操行，将随是而隳。”[6]“情”若未获得婚约的确认便不具有合法性，即使在危急时刻宣之于口也是不合
礼数的行为。小说称赞爱玛为“世之情种”，又说这番话为“贞洁女子之恒言”[7]，可见对两人行为的不
同态度。爱玛的“情”也更合于林纾对女性的一般想象及其自作小说对言情传统的延续，某种程度上
是被看作理想型的。
此外，
《迦茵小传》还有一个鲜为人提及的多情人，钟情于迦茵却遭到她嫌弃的洛克，甚至可以说，
相比于亨利对迦茵的爱情，洛克的执著更甚。小说这样写道：
“凡人之爱迦茵，第属情爱。洛克则悉其
周身之血气思力，悉注迦茵之身，如病风狂，犹磁之引铁，虽迦茵逃至地球之极地，亦欲趋而就之。”
“生
平第一愿力，即在聚钱，聚钱之癖，视人为烈，不期斗触不幸之日，竟遇迦茵。自是以来，遂化为殉愁之
奴隶，坠入情沦，百转不能自已。”[8]洛克本是守财奴之类的人物，但这个吝啬鬼在面对迦茵时却甘愿放
弃对金钱的执著，对她百依百顺。可惜小说并未将洛克塑造成正面人物，他反而如同“阁楼上的疯女
人”，被作者妖魔化了，不仅外貌丑陋瘆人，还有些疯癫。其实仅从故事来看，洛克是最深情而富有悲
剧性的，但他的“情”非但未得到众人的认可，反而将其导向自我毁灭，遭到作者的贬斥。或者说，洛克
代表的其实不是“情”，而是“情”过度泛滥后变质而成的“欲”，小说对他的丑化也暗示了言情传统中
“欲”被否定的命运。从这个角度看，迦茵是处在爱玛和洛克之间的，她没有爱玛高洁，却也未达到洛
克疯魔的地步；她为亨利做出的牺牲好似在最后关头悬崖勒马，遏制了“情”的异化。也正是在这个意
[1]吴趼人：
《情变》，
《吴趼人全集》第 5 卷，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03 页。

[2][4][5]哈葛德：
《迦茵小传》，林纾、魏易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13 页，
第 7 页，
第 83 页。
[3]鲁迅：
《伤逝》，
《鲁迅全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5 页。

[6][7][8]哈葛德：
《迦茵小传》，林纾、魏易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72 页，
第 72 页，第 198-1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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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小说中的男女关系与言情传统的裂变

义上，
迦茵的故事是值得赞赏和流传的。根本而言，
它依旧未脱离言情传统设定的构架。
作为林译中传播最广的言情小说，两者的故事模式其实十分类似，写的都是无法纳入正常社会秩
序的女子在父辈代表的权威下屈服、最终放弃情感并因此获得赞赏的故事。它们和林纾自作小说中
书生与鬼女∕妓女的故事情节相似，都在于以情的悔改来完成对社会伦理的再确认，实际上维护了中
国小说的言情传统。
那么如何解释当代学者对茶花女和迦茵故事的评价呢？这里存在一个言情传统发生裂变和不同
时代读者的接受问题。接受理论认为，作品的意义在于作者创造的“艺术一极”和读者理解的“审美一
极”之间[1]。也就是说，小说在为作者写下后便具备了一定自主性，如何理解故事并非作者能完全掌控
的事。
《巴黎茶花女遗事》和《迦茵小传》在 20 世纪初的流传就存在一定的“误读”倾向。在此试以《巴
黎茶花女遗事》为例来探讨茶花女故事在不同时代的意义变迁及其过程中言情传统的重建。

清末民初的读者对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中对言情传统的回应是感同身受的，彼时关于茶花女
的评价多围绕其“坚贞”品格展开。如《读〈巴黎茶花女遗事〉》云：
“ 病中咯血一声声，垂死频呼亚猛
名。强起□□犹把笔，写将心事表坚贞。愿不从心伤命薄，几多苦恼有谁知。掷将性命惟拼诬，恨海
清波岂尽期！”[2]诗将茶花女塑造为一位忍辱负重的女子，她的满心愁怨也在“坚贞”的嘉奖下化作不得
不如此的宿命。又如收入陈衍《石遗室诗话》的《题〈巴黎茶花女遗事〉后》云：
“曾论懿德回心院，西土
重生加他邻。事到无聊说因果，夫人汧国定前身。”[3]汧国夫人出自唐传奇《李娃传》，长安娼女李娃辅
佐某落魄世家子，督促其读书，书生最后成了成都府参军，李娃也被封为汧国夫人。读此故事会发现，
李娃对书生的“情”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男女之情，而类似于恩情。书生因迷恋李娃而费尽资产，甚
至被父亲驱逐出门，李娃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歉疚才选择照顾书生的，书生重新获得世家身份后她便
有意功成身退，最后李娃能得到书生家族的认可，两人正式成婚，也是因为李娃贤能，在处理情感问题
时进退有度而极为克制。可见，
《李娃传》传达的是一种内敛有度的情感诉求，她柔化了溺于私情的书
生与其苛严的父亲之间的关系，将书生的越轨情愫再次纳入伦常的轨道。而陈衍将李娃和茶花女作
对比，这表明茶花女在其心中也有类似的形象。他们对茶花女的赞誉，不在于她追求恋情时的叛逆，
而在于她放弃执著时的温驯和克制。
《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 10 年后（1909 年），中国小说家也用本土故事创造了自己的茶花女形象，

即钟心青的小说《新茶花》。其中主人公这样点评“巴黎茶花女”：
“只是他待亚猛的一腔爱情，真挚到

这般地步，最难的是用情深处，因要保全亚猛名誉，转为不情之举，不但外人疑其无情，即身受的亚猛
也怨其薄情，他却仍不肯自表，情愿牺牲一身，以达其情之目的，这种人，可称为情中之圣。”[4]他对茶花
女以放弃“情”来为“情”自证的想法，理解得十分透彻，并且认为这才是“情”中圣者。可见，清末民初
的读者对林纾翻译茶花女并嘉奖其品性的原因是较为清楚的，这样的“情中之圣”才符合思想史中性
情论的思路，
是此时的读者最能接受、感知到的茶花女。
但五四新文学发生后，
“情”的普遍认知发生了重大改变[5]，从前以性情论为根基、志在实现“规范
内置”的言情传统被否定、摒弃了，进化论对人的生物学解释揭开了性行为的迷雾，并为欲望正名。西
方浪漫主义如《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引入为情感关系重新树立了范式。如郭沫若感叹的：
“没有爱情的
[1]沃尔夫冈·伊泽尔：
《文本与读者的相互作用》，张廷琛编《接受理论》，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5 页。
[2]慧云：
《读〈巴黎茶花女遗事〉
》，
《国民日日报汇编》1904 年第 4 期。

[3]转引自朱羲胄述编：
《贞文先生学行记》，
《民国丛书》第四编 94，上海书店 1992 年版，第 8 页。
[4]钟心青：
《新茶花》，
《中国近代小说大系》，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2 页。
[5]详见拙文《20 世纪初情感书写的现代转型》，
〔桂林〕
《社会科学家》2015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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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便是没有光亮的神灯，他的心情便是这神灯中的光亮，在白壁上立地可以生出种种画图，在死灭
中立地可以生出有情的宇宙。”[1]“情”的夸张和呼告甚至有了毁天灭地的能力，并且此时的“情”不再收
束于传统伦常。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庐隐、冯沅君等都创作了大量有越轨情致的小说；郁达夫《沉
沦》对性行为的公然渴求，也不再被视为“欲”的堕落，反而被周作人称作“出于人性的本然”，
“虽然有
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2]。从前的言情传统在 1920 年代逐渐崩溃了，与之相伴的是，对茶

花女的形象也出现了新的理解。1926 年刘半农将小仲马的《茶花女》剧本译为中文，此外徐卓呆、顾
华等都翻译过剧本《茶花女》，此故事还一再被改编成话剧和电影，不断上演。剧本和小说虽有差异，
但故事的基本情节却是一致的，从时人的评价来看，茶花女转身一变成了不良婚姻制度的受害者，而
代表社会秩序的亚猛父亲则成了封建礼教的化身，受到了严厉批判。如：
“她是代表污浊的环境所迫
害的贤慧女子”，
“万恶的社会哟，你赶打着天真的女子向堕落的坑里去，她已跌到了，便将她掷入地
狱，无论她怎样的努力自新，你总不许她挣扎起来再见天日！”[3]又如：
“不幸她有很强的个性，有深切
的自觉，有纯挚的爱，而处在那种社会的压迫之下，其结果无一不归诸失望。她抛撇了她所爱的那纯
洁的少年阿芒，郁郁含恨而没，正因为社会上没有地位，不能插足到特殊阶级里去，竟没有法子完成
她的爱，以致不能自拔于被杀者之境遇。这是何等伤心的事！小仲马这篇戏剧正是代表弱者对压迫
者的呼声。”[4]这样的评价比比皆是，众口一词。可见，读者和观众的关注点发生了转移，原本“情”的收
敛恰是“情中之圣”的表现，此时却被理解为对美好爱情的摧残和压制。对茶花女的赞许也不再停留
于为爱牺牲的品性，而在于她追求爱情时的真挚大胆。
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提出了“创造性误读”这一概念。他说：
“诗的影响——当它涉及两位强
者诗人、两位真正的诗人时——总是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
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译。”[5]文学的传承总是在传统的沿袭与突变中完成的。1920 年代对茶花女
的解读或许不符合林纾译介小说时的初衷，却以“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呼应了言情传统在此时发生的
裂变，激活了茶花女故事中隐匿的现代性，使其在新文学话语中再次焕发生机。而当代学者之所以认
为《巴黎茶花女遗事》
“传播了近代西方追求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新思潮”，恐怕也是因为他们沿袭
着五四以来情感话语的言说方式[6]。实际上，林纾的创作和翻译都在不同程度上维护着以情至性的言
情传统，力图发挥言情“规范内植”的功用，以柔化的手段弥合欲求与社会秩序之间的裂隙。1920 年
代的“误读”恰拓展了林译小说的可塑性，使其既迎合清末民初的审美期待，又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意
义转移，
通过连接两代文学读者，
在某种程度上抚慰了情感话语转型的阵痛与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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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逆转的趋向”，对其隐含的“封建性”加以批判。见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8
页。笔者认为，这与其说是林纾的蜕变，不如说是情感话语在五四前后发生裂变导致的评价体系之转型。而林纾的意

义在于，他既沟通了言情传统，使外国小说以较熨帖的方式得到中国读者的认可，又保留了译本的异域色彩，从而使文
本呈现含混性与阐释的多元性，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仍能激发出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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