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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林外史》的叙事结构具有表层和深层两种不同的模式：从表层结构视之，它是“纪传体结

构”；从深层结构视之。则是“阴阳共生的太极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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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叙事结构问题是《儒林外史》研究

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众说纷纭、歧义

纷出的一个问题。对《儒林外史》结构的研究，“经历

了由其结构形态是什么，形态的价值判断(20世纪

前20年)；多样的理论阐释(中间60余年)；再逐渐

走向超越价值判断的原因分析。以便从根源上理

解、把握其特征(最后10余年)三个阶段”。【1膨

最早一眼看出《儒林外史》结构特点的是胡适，

胡适多次批评《儒林外史》的结构不好，并且认为对

后来的谴责小说造成了不好的影响。鲁迅对《儒林

外史》结构批评认识与胡相同，只不过语言更为委

婉，其中“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云云对后世批评者

影响较大。至50年代，吴组缃提出“连环短篇”实是

受鲁迅影响较大的一个例子。海外也有研究者如乐

蘅军、郑明俐、夏志清、H．C．Chang、林顷夫等认为《儒

林外史》有独特的结构，并提出了“涡轮式结构”、

“连环画式结构”等看法。田7埔也有学者继承胡适、

鲁迅的看法，认为《儒林外史》结构松散，但描写成

就较高。如姚雪垠、冯至等人。

进入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儒林外史》结构

的评判大致有两种：第一种是肯定论，认为是一种

创新，代表人物是黄秉泽、陈美林等人，认为《儒林

外史》结构并不松散，全书有一条主线，即对待功名

富贵的态度。作者采用这样的结构是为“再现生活

和表现作家对生活的评价服务的”；第二种态度是

既肯定又否定，代表人物是吴圣昔等人，他们认为

《儒林外史》的结构模式是一种创新，但也可能有某

种不足，其艺术结构的松散感正是创新过程中出现

的不足。对此加以无限夸大和无限否定，固然无当，

无视和掩盖也未免欠妥。

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界的思考更为理性和

成熟。其中杨义和张锦池的文章尤为重要。杨义在

其长文《儒林外史的时空操作与叙事谋略》中，认为

《儒林外史》的结构是百年反思的“叶子”式长篇结

构体制。I州M张锦池在回顾百年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认为：“时间顺序”是《儒林外史》情节结构的暗

线(这是源于作者的史家态度)，“功名富贵”是《儒

林外史》情节结构的明线(这是源于作者的价值观

念)，“连环短篇”是《儒林外史》情节结构的外在特

征(这是源于作者的人文精神)。若要给他起个名

目，可以叫做“纪传性结构”。14砷捌除此之外，还有

学者用王冕“二十四幅花卉册页”来比喻《儒林外

史》的结构，认为这二十四幅花卉册页由头、身、尾

三部分组成．并具有“时间性、逻辑性、层次性、对照

性、条贯性等五个特点”。同时认为这种结构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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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阎其他关于《儒林外史》结构研究的成果，限于

篇幅。不再一一述及。

“结构”一词在东西方语境中各有不同的含义和

所指。在西方学者尤其是结构主义者看来．结构可以

分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是可感知

的，无须作过多分析．深层结构是潜藏在作品群中的

模式，看不见，摸不着，必须用抽象手段，把模式找出

来。他们反对对外界的一切因素(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的研究，孜孜以求的是封闭的自足体。同171而在

中国古代评点家看来，“结构”一词具有更为复杂的

含义，“结构’一词，在中国语言中最早是一个动词，

‘结’就是结绳，‘构’就是架屋。把它组合成词的时

候，《抱朴子·勖学》篇云：‘文梓干云而不可名台榭

者，未加班轮之故也。’这里的‘结构’依然是动词，或

动词的名词化；而且它的重心在‘构’字，和盖房子有

关系。以后中国人谈论文章结构的时候。也常常联想

到盖房屋，或者房屋结构⋯⋯结构一词。在叙事学体

系中虽然已经是名词．但从它的中国词源上看，它是

动词或具有动词性。这一点非常关键，‘结构的动词

性’，是中国人对结构进行认知的独特性所在，也是

中国特色的叙事学贡献自己的智慧的一个重要命

题。”PM也就是说。西方学者心目中的“结构”与传
统文论中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在考察

叙事作品的结构的时侯。既要视之为已经完成的存

在．又要视之为正在完成中的过程。那种把结构冷漠

地视为机械组合体．而可以随便分割和编配的结构

主义叙事学，是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叙事结构的生

命过程了。任何结构如果包含着生命投入，都不应该

视为凝止的。而应该是带动态性的。寻找‘结构’一词

在语源上的动词性，实际上乃是寻找结构的生命过

程和生命形态。”印螂

20世纪学界对《儒林外史》结构研究取得了很

多成绩，但如果依照上述中西方关于“结构”一词的

不同理解，会发现20世纪学界在《儒林外史》结构

研究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和误区。这些学者要么漠视

中西方在“结构”一词上的不同理解，以西衡中，削

足适履，努力以西方语境来解读《儒林外史》的独特

结构；要么先扬后抑，肯定《儒林外史》文学描写上

的成就，否定《儒林外史》结构上的成就，斥之为“松

散”。应该看到，虽然“以西方现当代文论为视角重

新阐释和发现中国古典文学一直是新时期以来从

事古典文学研究中一支延绵不断的思潮。这些新的

理论视角拓展和丰富了古典文学研究的空间和维

度，对于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自是功不可没。然而，

西方现当代文论毕竟源于西方现当代文学和文化，

其问题的提出、命题的确定、概念范畴的使用都有

着特定的文化、文学背景，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本

身的命题、本体特性之间存在着理论视角的错位。

因此，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西方现代文论的运用

绝不能代替对研究对象的本体考察，也绝不能代替

孕育古典文学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论视角。所以，

以西方现当代小说叙事学的结构观来重新阐释《儒

林外史》虽然得出了一些肯定性的结论。但其理论

视角本质上依然属于西方视域，并未回归中国小说

文体之文化本体。”刚

因此，应该将《儒林外史》的结构特点放在中国

本土的传统文化和小说文体观念视角的具体语境

中进行考察。

一般情况下，人们都看到了《儒林外史》结构的

“缀段性”特点。也就是说，“《儒林外史》并非独一无

二地不具有完整的情节结构。事实上。所有中国传

统小说都显示出一种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由松松散

散地连在一起的片段缀合而成的情节特性。这一现

象同宋元时期说书人传统习惯的影响有关．也同早

期中国小说的铺陈衍生的性质有关。归根结底与中

国传统的世界观有关。和其他许多民族不同，中国

入颇为独特地相信宇宙和宇宙中的人并非被一种

外部力量或终极原因所创造。相反地，他们把宇宙

看作一种独立自足的、自我发生的、能动的过程，他

们的各个部分在一个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中互相

作用。人则被认为参与了宇宙的创造过程，构成天、

人、地的三合一。这种自存宇宙的以人为中心的、有

机体的观念。对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显著的

影响。”【9】换而言之，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见的术语

来解释，就是“天人合一”，“阴阳共生”。《周易》日：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性

的整体．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包括着阴和阳相互对

立的两个方面．而对立的双方又是相互统一的。阴

阳的对立统一运动，是自然界一切事物发生、发展、

变化及消亡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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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研究叙事作品的结构应该从两个角

度去分析：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就《儒林外史》的

结构而言，一方面可以借鉴张锦池先生的观点，认

为是“纪传性结构形态”，这是它的外部形态，或者

称之为表层结构。这一点已被学术界大多数人所认

可。但另一方面，应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表层结构

来探索分析其内在的深层结构。这一点是至关重要

的。

具体到《儒林外史》文本本身，按照常见的结构

划分，《儒林外史》可以分为3大部分：第1回“说楔

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是小说的开头部分。

可以算作《王冕传》，借助王冕这一理想知识分子形

象为后代的知识分子树立了标尺。中间的主体部分

从第2回到54四回，主要内容就是闲斋老人所说

的“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这句话。在“功名

富贵”的旗帜下，串连起一个又一个故事：周进、范

进故事(第2回至第4回)；严贡生、严监生故事(第

5回至第6回)；王惠故事(第7回至第8回)；娄氏

兄弟故事(第8回至第12回)。包括了杨执中、权勿

用等人的传奇；蘧公孙故事(第lO回、第1l回及第

13回)；马纯上故事(第14回、第15回)；匡超人故

事(第15回至20回)；牛浦郎故事(第20回由牛布

衣引出，第21回至24回，牛浦郎成了牛布衣的顶

替者)；鲍文卿、鲍廷玺故事(24回至27回，中间又

附了戏曲作家兼官员向鼎故事)；季苇萧、季恬逸、

萧金铉故事(第28回)；杜慎卿故事(第29回至30

回)；杜少卿故事(第31回至37回)；庄绍光故事

(第34回至37回)；虞博士故事(第36回至37

回)；郭孝子故事(第37回至38回，并了结王惠故

事)；萧云仙故事(第39回至第40回，中间夹有平

少保故事)；沈琼枝故事(第40回至4l回)；汤奏故

事(第42回至44回及46回一部分)；余有达、余有

重故事(第44回至45回及48回部分)；虞华轩故

事(第46回至47回)；王玉辉故事(第48回)；万青

云、凤鸣岐故事(第49回至52回)；陈木南故事(第

53回至54回，并有聘娘故事)。这些各色人物故事

的间隙，还穿插写了几次大的文人活动：莺豆湖名

士游园晚会、西湖诗会、莫愁湖风流高会、祭泰伯祠

大典。此外，还写了几次战役：青枫城战役、野羊塘

战役。写这些实际上也是作者“礼乐兵农”思想的体

现。小说的结尾部分即第55回“添四客述往思来弹

一曲高山流水”和56回“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

旨承祭”，一为从“市井中间”探索未来，写市井奇

人，一为借“幽榜”重新罗列人才．与“楔子”形成互

补。

对《儒林外史》的文本进行认真解读就会发现，

“有两个意象对《儒林外史》的叙事结构起贯穿作

用，体现出《儒林外史》创作的阶段性和有机整体

性，体现出《儒林外史》作为思想文化小说的另一面

即诗意小说的浓郁抒情言志色彩。一为代表山林文

化的江湖意象。一为代表庙堂文化的祠庙意象。”㈣

在《儒林外史》的前半部分，江湖意象频繁出现，如

“七泖湖”、“莺豆湖”、“西湖”“莫愁湖”等。这些湖意

象“在象征隐逸的山林文化系统中，是士子的精神

栖隐地。它既表现主体漂泊无定、投闲置散、落魄失

意的生活态势和情绪态势。更体现主体避世隐逸、

独善其身、自由高蹈的精神追求和人格向往。还包

含着对现实政治、生存环境的不满与否定等因素。”

自36回起。江湖意象让位于祠庙意象．尤其以“泰

伯祠”为重中之重。这种转换不但体现了作者创作

宗旨的转换，“他从讽世转为匡世。由揭露变成言

志，从‘文行出处’渐进到‘礼乐兵农’，由抨击科举

发展为鞭答时政．”而且也回答了长期以来人们对

《儒林外史》后半部分的叙事结构诟病的问题。最典

型的莫过于夏志清先生，他认为：“(《儒林外史》)第

3部分(第37回至54回)由一组形形色色的故事混

杂而成，没有明确的构思。当其中的几个故事回转

到第l和第2部分的讽刺和说教的语调时，另外的

故事则仍是因袭传统的‘浪漫传奇’。赞美和歌颂军

事长官以及一些男男女女的异乎寻常的儒家行为。

总的看来，这一部分留给人们一个严重的不匀称的

印象。”111脚如果单从人物性格角度去看(包括反面

人物)，其人物性格都不鲜明，但若深入下去，也就

是从上文中提到的两个代表性的意象的角度来看。

就会发现文木老人创作《儒林外史》时大有深意所

在：“小说上半部分(36回以前)重在以内圣、以人格

烛照科举制度下的士子灵魂，揭露士子人格的受摧

残、人才的受扼杀，并推出理想人格真儒名士；下半

部分即重在以外王、以事功标示社会理想、揭示政

事世风。写真儒名士企图用礼乐兵农对社会进行拯

救，由拯救无效而至薄俗浇漓世风日下。《儒林外

史》的创作构思由人格关怀向社会关怀转换，故后

部分也写了不少贤人，但其意已不在高标某种人格

(故包括反面人物，其人物性格都不鲜明)，而在借

此反省士风、政事、治平、民命，贤人与世运相陵替，

以见一代兴衰与制度人才的互动关系。两构思相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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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成。浑然一体。”换而言之，“可以把《儒林外史》的

内在结构比作太极图式，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

对立统一。以江湖意象与祠庙意象而言：前者作为

象征树立一种人格理想，烛照八股科举制度下种种

人的心术世相，骂世实为救世，冷中有热，如阴中有

阳。处于其顶峰的真儒名士为救世而建泰伯祠。后

者作为象征确立一种社会理想，以礼乐兵农为救世

良药．而报国无门，贤人与世运相陵替，热中有冷，

如阳中有阴，救世实为叹世，无奈之极仍回归人格

独立以葆其天真。”

因此，就《儒林外史》而言，从表层结构视之，它

是“纪传体结构”；从深层结构视之，则是“阴阳共生

的太极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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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化小资料·

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

清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年)状元黄轩是休宁人，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年)状元金榜是歙县人，乾隆

四十年乙未(1775年)状元吴锡龄又是休宁人。接连三科状元俱为徽州儒生所得，颇不寻常。

同治十年(1871年)梁耀枢榜洪镔、郑成章、黄家惺、汪运轮四人同科考中进士，俱授庶吉士。四人皆属歙

县西乡人，他们的家乡岩镇、郑村、潭渡、西溪南四村镇都在丰乐河畔，相距仅10余里。如此相近的同乡四人

同榜高中，俱归翰林。诚为罕见。遂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的科举佳话流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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