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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都市诗人”张岱是中国散文史上的大家。 他的散文所表现出的“空灵之气”, 只可意会而难以言

传。 他的“自叙”文体, 可谓是“自嘲”的艺术,“自嘲”中仍有对自我“真性情”的坚持与夸耀, 并非如有的论者所
说有“忏悔”之意。 作为文明象征的都市生活及其艺术表现, 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而张岱对于民俗文化和
都市风情的理解与把握胜过史书与方志。 张岱文章之妙, 还在于有所寄托, 他将“一肚皮不平之气”和“书史、
山水、机械”等糅合在一起,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张岱散文看似平淡, 实则有绚烂作底; 他擅长在散文中写
人, 注重细节, 三言两语足以传世, 这种笔墨功夫, 源于《世说新语》, 又得益于张岱“好说书, 好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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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王季重、刘同人或者徐霞客来, 张宗子张岱 ( 1597—1680? ) 更难评说。 因为在大家心目中, 各有各的
张岱, 容不得别人指手画脚。好在我的见解平实, 估计跟大家的感觉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在我看来, 明文第一,
非张岱莫属。而且, 如果在中国散文史上评选“十佳”
, 我估计他也能入选。尤其是《陶庵梦忆》
, 篇篇都是好文
章, 随便翻开一页, 都是可圈可点。 每次重读《陶庵梦忆》
, 总是“其乐融融”
, 而不仅仅是“有所收获”
。 这本薄
薄的小书, 真是耐读。
[1 ]
关于张岱的生平及创作, 我在《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
第五章, 以及《中国散文选》[ 2 ] 的“导言”和

小传部分, 已经有所介绍。 今天, 稍微涉及“文学史上的张岱”
, 然后进入具体作品的分析。
讲张岱的文章源流, 最经典的论述, 当推明人祁豸佳《< 西湖梦寻> 序》
。 所谓“笔具化工”
, 有点虚, 不太
好把握; 但强调张宗子和郦道元、刘同人、袁中郎、王季重的联系与区别, 还是能让人心领神会。 描摹山水的,
一般都会追溯到《水经注》
, 这是宋元以下诗文评点的套话。可郦道元之外, 另加三个当代文人, 这可就不一样
了。 刘同人的生辣, 袁中郎的倩丽, 王思任的诙谐, 这都比较容易体会, 难的是后面那句话:“其一种空灵晶映
之气, 寻其笔墨又一无所有。”技巧性的东西容易说, 所谓“空灵之气”
, 可就不大好办了, 感觉得到, 但难以描
述。 既然无法准确把握, 如此“神妙”
, 如何评说? 其实, 这是经验之谈: 一眼就能看到的好处, 往往最难评说。
读苏东坡的文章, 读张岱的文章, 不必多么高深的学问, 单凭直觉, 一般人都会很喜欢。可就因为容易喜欢, 反
而更难把它说清楚。下面主要谈张岱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自叙与自嘲, 第二是民俗与寄托, 第三是绚烂与
平淡。

一、关于自叙与自嘲
略为翻看《中国散文选》
, 不难发现, 我对“自叙”
这一文体有特殊的兴趣。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
, 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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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的《自作墓志文》
、刘知几的《自叙》
、徐渭的《自为墓志铭》
, 再到清人汪中的《自序》
、梁启超的《三十自述》
等, 一口气选了那么多自叙、自序、自为墓志铭, 用今天的概念, 统称为自传,A u tob iog rap hy, 肯定是别有幽
怀。下面我会提到, 为什么会特别注意这种文体在古代中国以及文学史上的功用, 这里先回到正题——张岱。
从“自叙”
入手, 我选的是张岱的《自为墓志铭》
。少为纨绔子弟的张岱, 晚年撰写《自为墓志铭》
, 审视平生
足迹, 是得意, 还是失意? 是夸耀, 还是忏悔? 这是个有趣的话题。“蜀人张岱, 陶庵其号也。 少为纨绔子弟,
极爱繁华……”
, 如此开篇, 让你惊讶, 作者为何丝毫不谈自家身世。因为, 所谓“纨绔子弟”
, 必定是家世显赫,
否则没有挥霍、懒散、浪荡的本钱。 我们知道, 张岱的祖先, 确实是有功名的。 高祖中进士, 曾官吏部主事; 曾
祖中状元, 任翰林院编修; 到祖父张汝霖, 好歹也还是个进士。只是到了父亲, 才变得不取功名, 乐为鼓吹。也
就是说, 对音乐戏剧的兴趣, 在读书做官之上。一般的“墓志铭”
,“数典”
时不该“忘祖”
, 这里的故意略去, 大概
是怕辱没了祖先。 因“一无所成”
, 不好意思提及祖先英名, 可单是“纨绔子弟”
四字, 还是让你明白, 这可不是
平常人家。
何以自称“少为纨绔子弟”
, 请听作者自述:“极爱繁华, 好精舍, 好美婢, 好娈童, 好鲜衣, 好美食, 好骏马,
好华灯, 好烟火, 好梨园, 好鼓吹, 好古董, 好花鸟, 兼以茶淫桔虐, 书蠹诗魔, 劳碌半生, 皆成梦幻, 年至五十,
国破家亡, 避迹山居。”
这段话, 应该倒过来读,“年至五十, 国破家亡”
, 不想卖身投靠新朝, 于是披发入山。 有
了这场变故, 才会回首往事, 恍如隔世。 一是少时繁华, 一是老来孤寂, 借助于“回首”
, 获得某种呼应与对照。
张岱最后活了多少岁, 学界尚无定论, 但不管是八三、八四, 还是八八、九二, 反正是长寿。 套用一句老话,“寿
则多辱”
。经历国破家亡, 晚年回首平生, 追忆少时所经历、所喜爱的都市繁华, 能不感慨万千? 正因这深深的
眷恋, 以及由眷恋而来的无尽感慨, 促成了《陶庵梦忆》
中余韵无穷的怀旧文章。
既是《自为墓志铭》
, 总得对自家事业有所评说。
“常自评之, 有七不可解”
。下面关于“七不可解”
的叙述,
比如“贵贱紊”
、
“贫富舛”
、
“文武错”
、
“尊卑溷”
、
“宽猛背”
、
“缓急谬”
、
“智愚杂”
等, 评说的其实不是个人, 而是
社会与时代。
《自为墓志铭》
的体例, 本该集中笔墨于自身, 可这里的贵贱紊乱, 贫富差错, 文武翻倒等, 其实是
指向大动荡的时代。明清易代之际, 各种价值观念都被动摇甚至颠覆, 读书人的心理感受格外强烈。说这些,
其实还是泛论, 跟自家生活不是很贴切。 终于, 话锋一转, 主人公登场了。
下面这一段, 才是真正的自我评说。
“有此七不可解, 自且不解, 安望人解? 故称之以富贵人可, 称之以贫
贱人亦可; 称之以智慧人可, 称之以愚蠢人亦可。”
诸如此类的自我辩解, 依旧不着边际。最重要、也最沉痛的,
还是下面这两句话:“学书不成, 学剑不成, 学节义不成, 学文章不成, 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
为败子, 为废物, 为顽民, 为钝秀才, 为瞌睡汉, 为死老魅也已矣。”天崩地裂之际, 无所作为的读书人, 内心深
处无疑是很痛苦的, 可发为文章, 故作轻松, 且自我调侃。 你看他,“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
, 还有, 学文
章、学节义也都不成, 这可真是“一无是处”
了。
同是“自嘲”
, 有人轻松, 有人沉痛, 相去何止千里。读林语堂的《八十自叙》
, 第一章“一捆矛盾”
中, 也有些
略带自嘲的话, 比如“他什么书都看”
, 可“从来不读康德哲学, 因为他自称受不了; 也讨厌经济学”
。 还有,“他
是卡通人物‘米老鼠’
”
以及“女星凯瑟琳·赫本的忠实观众”
, 也“喜欢和男友们说‘荤话’
”
。可明眼人都清楚,
这些“俏皮话”
, 没有丝毫自责的意思, 更多的是表示自家口味“不俗”
。张岱不一样, 当他说到“学书不成, 学剑
不成”
时, 我相信, 不是志得意满, 而是老泪纵横。
关于墓志铭的体例, 我专门提到韩愈、欧阳修所面临的难题: 文章家的趣味, 如何与当事人的愿望协调。
孝子贤孙表彰祖宗功业的愿望, 完全可以理解; 不弄虚作假已经很不错, 文过饰非, 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于
是出现一个尴尬局面, 家属恨不得把所有官衔都写上, 而且尽量拔高; 可作为文章家, 韩愈或欧阳修心里都很
清楚, 若依此要求, 文章肯定写不好, 因而也就必定“不传”
。 这也是欧阳修特别提到, 墓志铭难写的缘故。 过
去允许文人腾挪趋避, 墓志铭中, 不时还能冒出些好文章。 到了讲究“组织鉴定”
, 那就更是只争评价高低, 管
不了文章好坏了。
跟这种专门褒扬先人功业的“墓志铭”
大异其趣的, 是所谓的“自为墓志铭”
。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
开
始, 中国人之撰写自传、自叙、自为墓志铭等, 多半采取自我调侃的笔调。 同样是叙述平生, 可以半真半假, 亦
虚亦实, 嘲讽多而褒扬少。 从陶渊明、王绩、徐渭, 一直到张岱, 基本上采取的都是这种策略, 带有游戏文章的
意味, 或者说寄沉痛于诙谐。 这就难怪张岱的《自为墓志铭》
, 袭取表彰功业为主的墓志铭体式, 但改变宗旨,
转为自我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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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所说的“自嘲”
, 除了显而易见的自我批评, 往往还隐含着另外两种旨趣: 一是讽世, 一是述志。 讽世
比较容易理解, 比如说“七不可解”
, 谈的就是整个世道的颠倒, 表白自己如何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 述志呢?
你看他说“学文章不成, 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
, 似乎很低调, 其实是在感叹自己怀才不遇。整篇《自为墓
志铭》
, 表面上都在骂自己, 说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拿自己开玩笑。 可这“玩笑”
中, 隐含了张岱的自我定
位。别人为什么没有这么多感叹, 很可能不是因为人家成功, 而是人家少年时本就没有学这学那的远大抱负。
年轻人不大能体会到这一点。将来有一天, 你会突然间发现, 你想做的很多事情, 其实是做不成的。这个
时候, 早先的抱负越大, 失落感也就越明显。 这种感觉, 有时不以个人的实际成绩高低为转移。 很多人, 你可
能觉得他做得不错, 挺成功的,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郁闷。这种郁闷, 很大程度缘于过高的自我期待。记得我
的导师王瑶先生去世时, 很多师长都写文章, 我也写。 但有一点不一样, 别人表彰先生的功业; 我则提及先生
内心深处的悲凉。一个人越有才气, 越心高气傲, 晚年的悲凉感就越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古往今来, 真能
实现自己少年时的理想的, 没有几个。
因此, 张岱的《自为墓志铭》
, 不完全是反语或讽刺, 自嘲之中, 也有真实的成份在。 那就是“述志”
。 在描
述自己的无所作为、无能为力的同时, 反衬了原先的人生理想与自我设计。包括汪中等人的墓志铭, 都有这个
倾向。我们知道,“怀才不遇”
乃古往今来无数中国文人的“通病”
。
“不遇”
是真的, 至于是否都有“才”
可“怀”
,
那就很难说了。之所以沉沦下僚, 有时是社会制度的问题, 有时是机遇或人事的问题, 但也有可能是自家才华
所限, 怨不得外在环境。 再说, 并非所有的“牢骚”
, 都能转化成为《离骚》
。 张岱《自为墓志铭》
之所以可读, 就
在于它用自嘲的口吻来总结自己的一生, 意绪苍凉。就像《陶庵梦忆序》
所说的,“繁华靡丽, 过眼皆空, 五十年
来, 总成一梦”
。 有这种“苍凉”
作底, 张岱的自嘲才显得真实, 也才显得可爱。
虽然自嘲“学书不成, 学剑不成, 学节义不成, 学文章不成”
, 张岱其实还是颇有著述的, 要不, 只是极爱繁
华的纨绔子弟, 咱们没必要花时间讨论。“初字宗子, 人称石公, 即字石公。 好著书, 其所成者, 有……”
, 接下
来就是《石匮书》
等著作目录了。前面刚说过自己如何一事无成, 笔锋一转, 开列起自家十五种著作, 又似乎不
无得意之色。你也许会觉得这文章转得急了些, 甚至有点前后矛盾。其实, 这正是《自为墓志铭》
的文体特征。
是自嘲, 可并非检讨, 你别以为作者真的一无是处。 在某种意义上说, 自嘲是表, 自颂才是里。 用现在时髦的
说法, 这就叫作另类的自我表扬。这个书目开下来, 当然是给自己评功摆好的了。这样的回首平生, 不是自我
揄扬是什么? 对于读书人来说, 还有什么比著述传世更值得关注, 也更值得向世人一一交代的?
那我们就尊重作者的意愿, 略为评说今日很容易见到的那几种著作。这些书, 大致可这么分类: 一是传统
读书人特别看重的经学著述, 那就是《四书遇》
; 一是体现作者经世情怀的史著, 那就是《石匮书》
; 一是带有小
百科性质的杂著《夜航船》
, 还有三种精彩绝伦的散文小品集《陶庵梦忆》
、
《西湖梦寻》
、
《琅 文集》
。
张岱的《四书遇》
, 前些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整理重刊, 很容易找。 如果没时间读, 起码看看序言。《四书遇
序》
也收在《琅 文集》
里, 后者任何一所大学图书馆里都能找到。 这则序言, 主要是表白自己的读书方法, 如
何与一般经学家不同: 只读白文, 不问训诂。诵读白文数十遍, 突然有所感悟, 写下来, 这就是我的“经解”
。作
者说, 乱离两载, 东奔西跑, 什么都丢掉了, 就剩这本著作一直珍藏在身边。 可见作者对《四书遇》
, 是很看重
的。 可作者的“看重”
, 并不能保证此书的价值。 关注经学, 这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共同趋向。 在我看来,《四
书遇》
没什么了不起。 除了证明作者确有悟性, 也曾认真读过经, 其他的, 那就很难说了。 这跟张岱读书的特
点大有关系, 不管训诂, 直接跟白文对话, 固然可以克服此前读书人过分讲求考据训诂、典章制度而落下的支
离破碎毛病, 但也会限制解读经典的深度与广度。 换句话说, 这种“只读白文”
的解经法, 明显地“近文人而远
学者”
。
张岱写《石匮书》
, 毫无疑问, 是有所寄托的。这在《石匮书自序》
里说得很清楚。有人能写史, 有人不能写
史, 更有人不能写史而非写不可, 那就是我。 为什么? 就因为眼见得“有明一代, 国史失诬, 家史失谀, 野史失
臆”
, 整个一个“诬妄之世界”
。明亡了, 作为先朝遗民, 有必要撰写一部真实的历史, 为有明一代的是非得失作
总结。从崇祯戊辰年开始落笔, 写了十几年, 遭遇国变, 然后携其副本, 遁入深山, 继续研究、写作。作者称, 此
书“事必求真, 语必务确”
。但这是史家的共同口号; 我更看重的, 是其知不可而为之。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余
故不能为史, 而不得不为其所不能为”
。 这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换句话说, 我不认为张岱是个杰出的史家。
作为学者, 张岱在经学或史学方面的才华实在不明显。研究者出于好心, 拼命拔高其学术成就, 没必要。我更
倾向于从悟性, 从责任感, 从气节, 而不是从学术史角度来解读他的经学或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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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本“小百科”
性质的《夜航船》
。 此书类似读书笔记, 分类摘抄的同时, 有所归纳与整理。 他把读书
人所需要的日常知识, 按天文、地理、人物、考古、文学、礼乐等, 分成 20 大类 130 个子目, 每个子目包含若干
小条, 分别加以解说。比如, 卷 8“文学部”
中, 包含经史、书籍、博洽、勤学、著作、诗词、歌赋、书简、字学、书画、
不 学、文具等 16 目; 其中的“诗词”目里, 就有关于“乐府”
、
“诗体”
、
“苦吟”
、
“推敲”
、
“点铁成金”
、
“爱杀诗人”
等的解说。 边读书, 边摘抄, 有分类整理之劳, 而无稽核辨正之功。 宋元以降, 读书人的笔记, 有的成为“著
述”
, 有的则只是“摘抄”
。关键不在体例, 而在有无自己的发现。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夜航船》
没有多少考证,
属于资料收集、分类索引, 说不上“成一家之言”
。
《夜航船》
作为专业著述, 意义不大, 可这个编纂过程, 给文章
家张岱打下一个学问的基础, 这点很重要。
读过钱锺书的讽刺小说《围城》的, 大概都对李梅亭的“随身法宝”
, 那个“装满学问”
的卡片箱颇有印象。
想问“杜甫”
吗? 好, 随手一翻, 马上就是相关资料。博学的钱先生, 对此举明显语带嘲讽。卡片箱不等于学问,
这点没问题, 可读书人为了整理资料及自家思路, 分类做卡片, 其实一点也不可笑。黄宗羲《思旧录》
中提及钱
谦益如何攻读八家文, 那姿态也很不优雅:“见其架上八家之文, 以作法分类, 如直叙, 如议论, 如单序一事, 如
提纲, 而列目亦过十余门。”
大家知道, 钱谦益乃清初有名的大诗人, 大学者, 眼界极高, 也都如此读书。关键在
于, 别把手段当目的, 误将卡片箱当做学问渊薮。老一辈学者中, 不少人注重抄书或做卡片, 因为, 分类摘抄的
过程, 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学术训练。不只是记忆, 更包含选择与思考。现在改用电脑查询, 表面上检索范围
扩大, 可资料来源没有个性, 你知道的, 我也知道, 我不知道的, 你也茫然。对人文学术来说, 这可不是好事情。
有一点必须记得, 功力不等于学问, 可学问必须有功力支持。
回到张岱的《夜航船》
, 所谓记取“眼前极肤浅之事”
, 养成博识与趣味, 对于文人来说, 并非可有可无。 这
个学问基础, 对于成就文章家张岱的真正功业, 也就是我下面着重谈论的三本小书《陶庵梦忆》
、
《西湖梦寻》
和《琅 文集》
, 实在功不可没。在我看来, 纯粹的文人“太轻”
, 专门的学者“太重”
, 张岱的文章之所以“举重若
轻”
, 跟他的学问不大不小有关。
开列过著作目录, 该说点得意的事吧。你猜他说什么? 6 岁时随祖父张汝霖在西湖边游览, 碰到陈眉公陈
继儒跨一角鹿, 为钱塘游客。 陈继儒问张岱的祖父, 听说你的孙子很会做对子, 能否试试? 于是, 指着屏上的
《李白骑鲸图》
, 出了上联:“太白骑鲸, 采石江边捞夜月。”6 岁孩童应声而答:“眉公跨鹿, 钱塘县里打秋风。”
除了对得工整, 还略带一点调侃的味道, 确实是才思敏捷。 难怪眉公大笑, 说:“那得灵隽若此, 吾小友也。”
平
生那么多遭遇, 为何单取一儿时轶事? 大概就为了最后那句叹息:“岂料余之一事无成也哉! ”儿时“灵隽若
此”
, 老来才会感叹“一事无成”
。 不是真的一事无成, 而是相对于儿时的睿智与灵敏, 不免略感失落。
大家应该记得,《世说新语·言语篇》
里, 有一则“小时了了, 大未必佳”
的逸事。 少年孔融的反唇相讥, 其
实不太成立: 老大不佳者,“小时”
未必都“了了”
。可儿时聪慧, 毕竟还是很令人欣慰的。我相信, 行文至此, 张
岱颇为得意。 一方面是自嘲, 一方面也是自夸, 用调侃的语调, 掩盖几乎压抑不住的得意之色。 因此, 张岱的
《自为墓志铭》
不是检讨书, 也不是忏悔录。
接下来的“因思古人”
,“皆自作墓铭”
的例子, 举出来的王无功是王绩, 陶靖节即陶渊明, 徐文长乃徐渭,
这些人都有自叙或自为墓志铭传世。张岱说, 我想学他们, 可刚落笔, 就觉得自己“人与文俱不佳”
。踌躇再三,
终于想通了:“第言吾之癖, 则亦可传也已。”
平生一事无成, 想来想去, 唯一可传的, 是我的个性、性情与癖好。
请注意, 文人自述, 可以有牢骚, 有不平, 有自嘲, 但不能说得太过分; 要是给人“一无可取”的印象, 那可就糟
了。 在自我嘲笑的同时, 还得给读者一点希望, 在张文, 就是“吾之癖”
可传。
我们很可能马上联想到, 张岱对于“癖”
的偏好。而这, 正是整篇文章的关键所在。前面讲袁中郎时, 我提
到这个问题; 而在《陶庵梦忆》
和《琅 文集》
里, 这问题再次凸显。
《陶庵梦忆》
卷 4《祁止祥癖》
, 有这么一句名
言:“人无癖不可与交, 以其无深情也; 人无疵不可与交, 以其无真气也。”这话张岱本人肯定很得意, 因此, 后
来又把它引入《琅 文集》
卷 4《五异人传》
:“岱尝有言: 人无癖不可与交, 以其无深情也; 人无疵不可与交, 以
其无真气也。余家瑞阳之癖于钱, 髯张之癖于酒, 紫渊之癖于气, 燕客之癖于土木, 伯凝之癖于书史, 其一往深
情, 小则成疵, 大则成癖。五人者皆无意于传, 而五人之负癖若此, 盖亦不得不传之者矣。”
这五个人, 没有什么
了不起的功业, 但都有某种特殊爱好; 正是这“疵”
与“癖”
, 显示其“真气”
与“深情”
, 故可传。
而“我”
呢, 也是一个有疵有癖的人, 比如, 好鼓吹, 好骏马, 好古董, 好华灯, 好烟火等。 这些癖好, 在一般
人眼中, 都是不务正业。 张岱却不这么看。 在他看来, 这正是自己有深情、有真气的表征。 我有毛病, 可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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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性情, 所以可传。在自嘲中, 张岱其实还是有所坚持的。这个“坚持”
, 就是对自己的有癖好因而一往深情的
个性, 有特殊的理解和体认。
关于这一点, 必须略做辩正。 当代散文家黄裳特别崇拜张岱, 有真理解, 也有很精彩的论述。 可他在《绝
代的散文家——张宗子》
中, 指《自为墓志铭》
为“一个地主阶级大少爷的‘忏悔录’
”
, 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特
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印记, 这点可以忽略不计, 关键是“忏悔录”
三个字, 让人觉得突兀。 在《关于张宗子》
里, 黄
裳进一步阐发:“我国文人之能为《忏悔录》如法兰西之卢骚者, 乃更无第二人。”这里说的, 当然就是《自为墓
志铭》
。 可我以为, 张岱的“极爱繁华”
, 以及自称“学书不成, 学剑不成”
等, 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忏悔”
,与
卢梭的《忏悔录》
更不是一回事。是自嘲, 但自嘲中有所坚持。这必须回到晚明文人的心理状态以及文化趣味,
才能准确理解。 假如你明白, 晚明文人把“性情”
看得比“功业”
还重, 你就会意识到, 张岱的“自嘲”
, 其实包含
着“自夸”
。 将《自为墓志铭》
和《祁止祥癖》
、
《五异人传》
放在一起阅读, 不难明白这一点。
《陶庵梦忆自序》说到:“遥思往事, 忆即书之, 持向佛前, 一一忏悔。”确实有“忏悔”二字, 可你仔细读下
去, 他忏悔什么? 忏悔好鲜衣, 好美食? 没有; 忏悔“学书不成, 学剑不成”
, 也不像。 不管是《陶庵梦忆》
, 还是
《西湖梦寻》
, 都是在“寻梦”
, 寻找早已失落的“过去的好时光”
。 国破家亡 20 年后, 追忆昔日的繁华, 这个繁
华, 包括家国、都市以及个人生活, 有的只是感叹与惋惜, 而看不出什么刻骨铭心的自责或反省。 所以, 说是
“忏悔”
, 我觉得过于夸张。 我们知道,“寻梦”
和“忏悔”
不是一回事。 对于往事的追忆, 当事人津津乐道, 后来
者心向往之, 而这, 正是张岱文章魅力所在。
美国学者欧文 (Step hen Ow en ) 的《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最后一章“为了被回忆”
, 也曾
提及《陶庵梦忆》
。 欧文的意见是:“无论是在自序里还是在回忆录的本文中, 我们发现的只有渴望、眷恋和欲
[ 3 ] 164)
望, 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悔恨和忏悔。”
这与我的观点很接近, 只是我的看法更趋极端: 张岱不只毫无忏
悔之意, 甚至还有夸耀之心。 夸耀什么? 夸耀自家的“真性情”
。
其实, 将卢梭的《忏悔录》引到中国语境, 用以比附古代中国文人的, 还有钱锺书先生。 钱先生的《管锥
编》
谈到《汉书·司马相如列传》
, 也有类似的说法:“虽然, 相如于己之‘窃妻’
, 纵未津津描画, 而肯夫子自道,
[ 4 ] (p 358)
不讳不怍, 则不特创域中自传之例, 抑足为天下《忏悔录》之开山焉。”
把天下《忏悔录》的开山, 拉到中
(p

国来, 而且一搁就是 2000 年前的汉代。 这考证, 很令人振奋, 但似乎有点不大对劲。 因为, 传统中国人, 其实
是缺乏“忏悔”
意识的。 佛教确有“忏悔”
一说, 但那是持律的需要, 而且针对的是“杀生”
等佛教戒条。 我们读
南朝沈约的《忏悔文》
, 检讨夏天被蚊子叮时, 不该“忿之于心, 杀之于手”
。 真正从社会人生的角度“忏悔”
,而
且“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 那正是中国人所欠缺的。
钱先生的比附, 在我看来, 最大的问题, 很可能是“时代倒错”
。 班固《汉书》
的《司马相如列传》
, 大体上沿
袭司马相如的《自叙》
。 后者对于琴挑卓文君, 确实是既不隐讳, 也不羞愧。 因此, 唐代刘知几撰《史通》
时, 才
会嘲笑司马相如说, 别人的自叙、自传都是表彰祖宗功德和自家业绩, 你可好, 连琴挑卓文君这么不道德的事
情都写进来了, 实在太不应该。 钱锺书则反其道而行之, 说你看, 他把自己这么不道德的事情都写出来, 不是
《忏悔录》
是什么? 其实, 同是“琴挑卓文君”
, 唐人刘知几认为不道德, 是伤风败俗的举动; 汉人司马相如则觉
得这是风流雅事, 不只没必要隐瞒, 还可以炫耀。 所以, 是否属于“忏悔录”
, 取决于立说时的心理状态。 傲世
越礼的司马相如, 对自己的特立独行, 很是得意, 在自传里讲述当年如何“琴挑卓文君”
, 根本就没有忏悔或自
我反省的意思。只不过斗换星移, 到了唐代, 道德标准变了, 刘知几觉得此举惊世骇俗。又过了 1000 年, 钱锺
书以唐人的评价来解读汉人的心态, 于是出现了“过度阐释”
。
与此相类似的, 可以举出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
。洪迈论及《琵琶行》
时, 嘲笑白居易不该夜入妇人船中,
相从饮酒, 极丝弹之乐,“中夕方去”
。 接下来的责问, 更是义正词严:“岂不虞商人者, 它日议其后乎? ”
你就不
怕商人日后到处说你的坏话? 对这段妙语,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
作了辩正: 白居易邀请妇人过来饮酒, 而不
是跳到人家船上去。既然是独居的茶商外妇, 空船上怎么办得起如此盛筵? 再说, 诗中并没说明何时散宴, 你
怎么会有半夜才离去的想象? 如此读诗,“可惊可笑”
。更重要的是, 陈先生称, 这牵涉到古今社会风俗之不同,
不能不辩。唐宋两代, 男女礼法, 相差甚远。
“唐代自高宗武则天以后, 由文词科举进身之新兴阶级, 大抵放荡
[ 5 ] (p 52)
而不拘守礼法, 与山东旧日士族甚异。”
元稹撰《莺莺传》
, 极力夸耀自己的始乱终弃, 而友朋们也都视为
当然, 原因就在这里。 关于后者, 陈寅恪在《读〈莺莺传〉
》
中有专门论述。
我当然明白, 卢梭的“忏悔”
, 并非毫无隐瞒, 也说不上格外深刻。研究者提醒我们, 卢梭撰写《忏悔录》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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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多是“无关紧要”的缺点。 在这个意义上, 所谓不留情面的自我剖析, 或者用“文化大革命”中的说法,
“触及灵魂深处”
, 不说绝对没有, 但确实很难。只不过比较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 前者更具有“忏悔”
的习惯
与传统。

二、关于民俗与寄托
《陶庵梦忆》
、
《琅 文集》
、
《西湖梦寻》
这三册小书, 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遥思往事”
。一是“往事”
,一
是“遥思”
, 均相对于此时此地的生活。 我们知道,“距离”
产生美感。 诉说遥远的往事, 很容易带有温情, 而这
种温情, 多少掩盖了事物原本存在的缺陷, 只呈现其“富有诗意”
的一面。
明清易代, 天崩地裂, 张岱的“遥思往事”
, 不能不带有更多的温情与想象。
但这还不是我主要关心的问题。我想追问的是, 张岱的“遥思往事”
, 选择了哪些, 又遗落了哪些。这其实
大有讲究, 体现了作家的历史意识与文化趣味。 明清易代, 很多人在写前朝遗事, 而且都很动感情, 因其中寄
托了故国之思。张岱有点特别, 追忆的不是文人雅事, 更不是军国大业, 而是都市里的日常生活。原先的缺点,
比如“好华灯, 好烟火, 好梨园, 好鼓吹, 好古董, 好花鸟”
等, 如今反倒成了好事, 起码使他的记忆非同寻常, 不
只五光十色, 而且真实生动。 当初张岱如果跟一般读书人一样, 很“务正业”
的话, 我相信, 日后写不出如此流
光溢彩的好文章。
怎么说呢, 假如原先是个留意功名或关心世事的读书人, 即便他想写华灯烟火, 梨园鼓吹, 也都写不好,
因为没那个感觉。“少为纨绔子弟”
, 张岱的沉湎游玩, 无意功名, 在原先的评价体系里, 是“没出息”
, 或者“不
正经”
。可时移事迁, 经国大业无能为力, 日常生活的意义得以凸显。而谈论日常生活, 尤其是乡风市声、人情
世态、民俗节庆、说唱杂耍等, 见多识广的张岱远比一般读书人在行。所以我说, 早年的“极爱繁华”
, 其实成就
了作为散文大家的张岱。 这一点, 只要比较明亡后诸多遗民的写作, 就能明白。
明清笔记中, 并非全都是军政大事, 也有涉及社会生活、文化风俗的, 但像张岱写得这么细致, 这么生动,
几乎绝无仅有。举个例子, 同是写城市, 刘侗等的《帝京景物略》
就显得过于“冠冕堂皇”
, 侧重表现宫殿、寺庙、
名胜以及文人雅趣, 和张岱的关注日常生活, 描摹社会风情, 很不一样。因此, 我非常欣赏周作人的一句话, 他
说:“张宗子是个都会诗人, 他所注意的是人事而非天然, 山水不过是他所写的生活的背景。”这话出自《泽泻
集》
里的《陶庵梦忆序》
, 那是他给俞平伯重刊本《陶庵梦忆》
写的序。
俞平伯 1924 标点刊行了清人沈复的小说《浮生六记》
, 1927 年又标点刊行了张岱的小品集《陶庵梦忆》
。
夹在这中间的, 还有同为北京朴社刊行的自撰诗集《忆》
。 这册 1925 年刊行的旧体诗集, 从内容到形式, 都适
合于怀古: 线装, 手写影印, 配有 18 幅丰子恺的插画, 很是精致。 那年, 俞平伯只有 26 岁, 追怀的是童心、薄
影、刹那间的情怀, 所谓“小燕子其实也无所爱, 只是沉浸在朦胧而飘忽的夏夜梦里吧了”
。 这种心境, 与张岱
的《陶庵梦忆》
相当契合。 当然, 这与俞平伯出身世家——他是俞樾的曾孙, 对传统文人的生活和趣味有特殊
的感受, 大有关系。
我认为山水意识的兴起对中国人审美趣味有深刻影响。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
和晋人之美》
中, 有句话
说得很好:“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 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魏晋以降, 山水精神与自我意识结伴而行, 真是
“相看两不厌”
。 这一点, 历来为学界所关注。 至于都市庶民的日常生活, 虽然在宋元明清的众多笔记, 以及
“三言二拍”
之类白话小说中得到很好的表现, 但不太为文学史家所重视。 我们重视屈原、杜甫那样的忧国忧
民, 也喜欢陶潜、王维那样的潇洒散淡, 至于作为文明象征的都市生活及其文学表现, 反倒没有给予足够的欣
赏。 法国学者谢和耐 (J acquesGernet ) 的著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
《武林旧事》
、
, [ 6 ] 以《梦粱录》
《都城纪胜》
等笔记为主要素材, 构建南宋都城杭州的日常生活。 其实, 我们可以用张岱的文章, 比如《陶庵梦
忆》
、
《琅 文集》
、
《西湖梦录》
等, 再参照同代人的相关著述, 来复原明末江南的日常生活。 说实话, 就对民俗
工艺、民间文化和都市风情等的理解与把握来说, 张岱的文章, 远在许多史书与方志之上。
说到都市生活, 有一点必须提醒, 那就是贵族趣味和民间趣味的融合。基于阶级斗争学说, 以前我们更多
强调贵族趣味与民间趣味的对立, 似乎二者泾渭分明, 可仔细观察, 在都市的日常生活里, 二者无法截然分
清, 甚至还有合流的倾向。 最明显的, 我举两个例子, 一是对西湖的鉴赏, 一是对京剧的喜欢。 那么多人热爱
西湖, 有达官贵人, 也有平民百姓。 这种共同的审美倾向, 更落实在“梨园趣味”
上。 徽班进京以后, 上至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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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 下至京城里的平民百性, 大家都叫好。 如此文化娱乐活动, 贵族玩, 平民也玩。 表面上, 雅有雅的趣味,
俗有俗的偏好, 可实际上, 很容易“交叉感染”
。“好梨园, 好鼓吹”
, 并不限于某一特殊阶层。 就在“都市”
这一
生活空间里, 我们原先设想的泾渭分明的贵族艺术和民间艺术的边界, 某种程度上被淡忘, 被超越。
在《陶庵梦忆》
里, 谈得最多的, 是戏剧, 是节庆, 自然风景反倒退居其次, 不再是独立的日月山川, 风景只
是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 诸位把它跟袁中郎等人的山水游记对比, 便可以看得很清楚。 当然, 这也与西湖的
特点有关, 这是都市里的山川, 人工化的自然, 而不是真正的山水。 郦道元写遍天下名川, 徐霞客从东南走到
西南, 看到的是真山真水, 而张岱则只是固守杭州。《陶庵梦忆》
等三书, 眼界几乎没有超出西湖, 描写的就是
杭州这么个繁华都市。 叫他“都市诗人”
, 我觉得还是相当准确的。
西湖不大, 可在“都市诗人”
眼中, 照样别有洞天。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请看《西湖七月半》
。
“西湖七月半,
一无可看, 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
不写西湖, 也不写月色, 写的是在西湖边看月的人。什么人呢? 张岱列了五
种。 第一种, 只顾在楼船箫鼓里, 享受灯火和优伶,“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
。 第二种呢,“亦船亦楼, 名娃闺
秀, 携及童娈, 笑啼杂之, 环坐露台, 左右盼望, 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
请注意“左右盼望”
四字, 很传神。 第
三种更进一步, 名妓闲僧, 浅斟低唱,“亦在月下, 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
。 不能说他们不看月, 也看, 但有
表演的成份, 希望别人注意到他们在看月。第四种, 不舟不车, 不衫不帻, 酒醉饭饱, 唱无腔曲, 什么都看, 又什
么都没真看。 第五种境界最高, 值得认真品味:“小船轻幌, 净几暖炉, 茶铛旋煮, 素瓷静递, 好友佳人, 邀月同
坐, 或匿影树下, 或逃嚣里湖, 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 亦不作意看月者, 看之。”
如此澹泊素雅之士, 逃到里
湖, 无意引人注目, 可还是未能躲过作者的目光。叙述者“我”
, 不在此五种看月人中, 只是扮演观察者身份。月
一无可看, 西湖也没什么好说的, 可看月人的心态, 却值得好好把玩。从达官贵人的摆阔, 到小名士的作态, 再
到高人的雅素, 全都尽收眼里。
杭人游湖, 平日早出晚归, 就因为西湖七月半太有名, 不看不行, 于是全都赶来了。话里话外, 有些许讥讽
的味道。终于完成看月的“仪式”
, 众人各自归家。岸上的人, 湖里的人, 逐渐散尽。这时候, 我辈方才登场。前
面那一段呢,“我”
在哪儿? 我在湖中观看各式各样的看月人; 虽没出场, 却是个重要的存在。 小舟靠岸, 夜色
已深, 断桥石磴也凉了,“席其上, 呼客纵饮。 此时月如镜新磨, 山复整妆, 湖复 面”
。“ 面”
, 即是洗脸。 游
人散尽, 湖光山色方才恢复清新的面目。 这时候, 前面提到的那第五种人, 也就是“或匿影树下, 或逃嚣里湖”
的雅士, 也都出来与我辈互通声气。 于是,“韵友来, 名妓至”
, 或唱歌, 或弹琴。
大家知道, 晚明名妓的文化修养大都很高, 文人也喜欢与其交往。 同是江南繁华地, 杭州西湖的“艳名”
,
远不及南京秦淮河, 这似乎不能归之于城市的经济实力, 或者女性的姿色容貌。 照余怀《板桥杂记》的说法,
“金陵为帝王建都之地”
, 多有宗室王孙, 乌衣子弟, 再加上南都贡院与秦淮歌舍比邻, 秋风桂子之年, 举子留
恋声色, 纵情诗酒, 更促成此一段旖旎风光。 可更值得注意的是, 秦淮名妓与当世才子的亲密交往, 比如李香
君与侯方域、柳如是与钱谦益、董小宛与冒襄、顾媚与龚鼎孳, 甚至到了“谈婚论嫁”
的地步, 其相亲相爱, 相敬
相慕, 以及国难当头时的相知相助, 在普遍轻视女性的传统中国, 几乎成了“千古佳话”
。这在客观上大大提升
了秦淮名妓的声望。事过境迁, 我们常在明清文人的诗集、笔记或传奇里, 见识这些“秦淮名妓”
的身影。至于
很可能同样出色的“西湖名妓”
, 则因没有很好的文字记载, 不再被后世的文人学者所追忆。
文章最后两句, 值得认真品鉴。终于, 月色苍凉, 东方将白, 连韵友、名妓也都走了, 这时候, 方才是“我”
的
西湖。“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 香气拍人, 清梦甚惬。”
这种雅趣, 落在陈眉公、袁中郎笔下, 很可能大
加渲染, 而张岱则只是一笔带过。十里荷花之中, 小舟飘荡, 香气拍人, 此情此景, 确实很美。可若是加以发挥,
或者略为炫耀, 马上变得造作, 不可爱。饱经沧桑的张岱, 只是淡淡一笑, 自己享受就是了。此种佳妙, 需要心
领神会, 说多了, 反而显得俗气。
中国文人, 尤其是明清两代的才子, 有品味、有雅趣的, 往往孤芳自赏。张岱没有这个毛病。读他的文章,
你感觉不到徐渭、李贽那样的愤世嫉俗。不是不懂, 而是看透, 一切都经历过, 也都明了, 因此, 看人看事, 比较
通达, 也比较洒脱。一个明显的标志, 就是不怎么愤怒与孤傲。举个例子, 西湖看月的五种人, 尤其是前四种,
显然与张岱的趣味格格不入; 可下笔时, 作家很有分寸, 略有嘲讽, 但相当温和。尤其是最后, 作为审美理想的
“我”
登场, 还与“向之浅斟低唱者”
互通声气。 也就是说,“我”
并不特别孤单, 西湖里像我这样的雅人, 还有不
少。 高雅之士而具有“平常心”
, 这点很难得。
可以相对照的, 还有《湖心亭看雪》
。
“大雪三日, 湖中人鸟声俱绝”
, 我独往湖心亭看雪。天地间竟如此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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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撰《读〈第五才子书〉法》
, 说《史记》
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
; 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
传》
, 卷首有小沙弥怀林的“述语”
, 提到李贽之所以热中于评点《水浒传》
:“盖和尚一肚皮不合时宜, 而独《水
浒传》
足以发抒其愤懑, 故评之为尤详。”
“一肚皮不合时宜”
,“一肚皮的抑郁不平之气”
, 意思都一样。都是“不平则鸣”
,“愤怒出诗人”
。有了这一
肚皮的愤懑与不平, 写文章时, 才有所寄托, 才不会被书史、山川、技巧等给压垮。不读书的, 空空荡荡; 有知识
的, 又容易变成两脚书橱。可见, 不管是艺人还是文人, 高明之处, 在学识, 在阅历, 在技巧, 但更在情怀。有所
寄托, 有所沉湎, 有所超越, 方才谈得上“出类拔萃”
。这里说的是“彭天锡串戏”
, 可也不妨理解为“夫子自道”
。
张岱的文章写得好, 同样也是因他有一肚皮书史, 一肚皮山水, 一肚皮机械, 一肚皮不平之气。 单有“不平之
气”
, 未见得就能成为好作家, 这点我想大家都能明白。 张岱的好处, 在于他把“一肚皮不平之气”
和书史、山
水、机械等糅合在一起, 这才有了我们今天赞叹不已的《陶庵梦忆》
等集子。

三、关于绚烂与平淡
张岱的文章, 不像公安派“机锋侧出”
, 所以没有给人“芽甲一新, 精彩八面”
的感觉。 一开始读, 你很可能
不觉得特别爽口。没有刻意经营的“精彩”
, 甚至显得有些平淡。第一印象是“干净”
, 碧空万里。文字干净, 不
是“没词”
, 而是思想敏捷, 表达准确。只是这种文章境界, 不太讨少年人喜欢。而且, 干净的文章, 必须有绚烂
作底, 才可读, 才不至于一转而成干枯。《陶庵梦忆》
里说唱戏, 说放灯, 说扫墓, 说竞渡, 说说书, 说品茶等, 既
是妙文, 也是绝好的社会文化史料。 所述各事, 和宋人周密的《武林旧事》
、吴自牧的《梦粱录》
等很接近; 但要
说文章, 可就相去甚远了。这种文章趣味, 这种洒脱心境, 是周、吴等所没有的。毕竟是经历过公安性灵、竟陵
幽深的陶洗。 表面上是“忆即书之”
, 无意为文, 实则大有讲究。
这种讲究, 我同样举两个例子。 一是《闵老子茶》
, 这是另外一篇文章《茶史序》
的节写。《茶史序》
前后各
有一段, 前一段是“周又新先生每啜茶, 道白门闵文水。 尝曰:‘恨不令宗子见。’
”
这个周又新, 就是《闵老子
茶》
开篇提及的周墨农; 至于闵文水, 不用说, 就是文章主角“闵老子”
。 下面的文字大致相同, 只是作为序言,
最后还得转回所序的《茶史》
。 张、闵二君, 英雄相惜, 遂定交, 此后“饮啜无虚日”
。 品茶之余, 拿出《茶史》
,细
细论定, 刊行天下, 让好事者略晓茶理的精妙。 这种对市井奇人的欣赏, 让你联想到吴敬梓《儒林外史》的结
尾, 或者阿城的《棋王》
。
这些寄托着文人生活理想的“奇人”
、
“奇事”
, 关键不在“一技之长”
, 而是“一往情深”
。
“人无癖不可与交,
以其无深情也”
, 类似的说法, 袁宏道的《瓶史》
已着先鞭, 比如“好事”那一则, 就有这么一句:“余观世上语言
无味面目可憎之人, 皆无癖之人耳。”而张岱接过这一思路, 大加演绎, 在《祁止祥癖》
、
《五异人传》等文里, 将
其精微处, 发挥得淋漓尽致。 与袁中郎的空头议论不同, 张岱举了好多例子, 说明“有癖”
如何“可爱”
。 而且,
将此趣味, 落实在几乎所有文章中。就像这则《闵老子茶》
, 说的也是“我”
和周、闵三人无伤大雅的同好、同癖。
张岱擅长写人, 而且以细节为主。三言两语, 便足以流传千古。这种笔调, 最直接的渊源, 应该是《世说新
语》
。
《陶庵梦忆》
里的不少人物, 包括张岱自己, 都颇具晋人风韵。但还有一点, 这种笔墨的养成, 我怀疑跟张
岱的好说书、好梨园有关系。 写的多是奇人, 选用的又都是传奇性的细节, 干脆利落, 要言不烦, 让你“拍案惊
奇”
。我认为应该关注“笔记”
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功用, 这种兼及“散文”
与“小说”
的著述形式, 对于文体的
转换与革新, 关系重大。
因“少为纨绔子弟”
, 张岱见多识广, 波澜不惊。 像“独往湖心亭看雪”
, 或者“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
, 这样
的雅事, 出自袁中郎、陈眉公笔下, 会有炫耀的嫌疑; 只有张岱, 淡然一笑, 点到为止。 这是因为, 繁华靡丽, 过
眼皆空, 经过了, 也就不太稀奇。 所以说, 张岱后半生的“平淡”
, 是以前半生的繁华靡丽为前提的, 这是第一
点。第二, 毕竟是国破家亡, 披发入山, 此时的“好弄笔墨”
, 不可能重弹太平岁月的老调。易代之际, 读书人地
老天荒的感觉, 使得其文章不可能过于“空灵”
; 即便出于“平淡”
的口吻, 也都显得很不平淡。 第三, 张岱不只
见识广, 而且读书多。
《四书遇》
、
《夜航船》
等, 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著作, 但有一个好处, 证明张岱确实读了好
多书。 有这样的“绚烂”
做底, 张岱的“平淡”
, 于是非同一般。
另一个例子是《夜航船序》
。
“天下学问, 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
为说明这一点, 张岱讲了个故事。有一个
和尚, 同一个读书人一起坐夜航船, 一路上, 读书人高谈阔论, 和尚很害怕, 觉得自己没学问, 只好蜷缩在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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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可越听越不对, 和尚终于发问: 请问相公, 澹台灭明——那是孔子一个学生的名字, 是一个人呢, 还是两个
人? 读书人回答: 当然是两个人啦。和尚又问: 那尧舜呢? 读书人更是理直气壮: 当然是一个人。和尚笑了笑:
“这等说起来, 且待小僧伸伸脚。”就像张岱说的, 这种“眼前极肤浅之事”
, 我辈必须记取, 免得大小和尚动不
动就要伸伸脚。
说到这, 还有件趣事, 同样值得一提。在《一卷冰雪文后序》
里, 张岱讲到, 昔日张凤翼刻《文选纂注》
, 有个
迂腐的读书人追问, 既然是文选, 为什么还有诗? 张凤翼跟他说, 这是昭明太子所辑, 干我什么事。 那读书人
还不依不饶:“昭明太子, 现在在哪儿? ”张告诉他:“已经死了。”读书人说:“既然死了, 那就不追究了。”张答:
“即便不死, 你也没办法追究。”
“为什么? ”
“他读得书多。”
张岱说, 我很理解这句话的妙处, 所以, 轮到我编《一
卷冰雪文》
, 也附诗。 我同意这个说法, 读书做学问, 确有入门途径, 以及若干必须遵守的规则; 但若“读得书
多”
, 达到某种境界, 确实百无禁忌, 不被各种现成规矩所束缚。 也就是说, 同样的事情, 有人能做, 有人不能
做。 初听起来, 这很不公平; 可你仔细想想, 是有道理的。 比如有些话, 饱经沧桑的人说出来, 很好; 少年人依
样画葫芦, 就不太合适了。 前些年我回中大, 见到师兄的孩子, 才五、六岁, 背了很多唐诗宋词。 那天, 他靠在
门上, 父亲问他:“干嘛? ”
他做沉思状, 答:“断肠人在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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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Poet”Zhang Da i: H is L ife and Prose
CH EN P ing 2yuan
(D ep a rtm en t of C h inese L ang uag e, B eij ing U n iv ersity , B eij ing )
Abstract:“U rban Poet ”Zhang D a i is a grea t m a ster in the h isto ry of Ch inese p ro se 1H is style of“self 2na rra tion ”can be ca lled
,w h ile the“self 2m ockery ”does no t have the sam e m ean ing of“confession ”
1W e shou ld p ay m uch a t2
the a rt of“self 2m ockery ”
ten tion to the u rban life a s the sym p tom of civiliza tion its dem on stra tion 1 In th is field, Zhang D a i’s understanding and m a stery
of fo lk cu ltu re and u rban life is better than h isto ry book and cho rograp hy 1
Key W ords: Self 2m ockery; Fo lk 2cu stom ; P inn ing one ’s hop e;W a ter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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