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叙事
———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与变革

傅修延

内容提要 叙事传统指相沿成习的故事讲述方式，习惯不同或曰对叙事要素的倚重不
同，导致中西叙事传统之间呈现出诸多差异。历史上长期从事游牧、狩猎和海洋活动
的西方人更喜欢讲述与远方、远行和远征有关的故事，而农耕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故事
则较少涉及异域与陌生人，决定这一点的是我们过去无需外求的发展模式。一时代有
一时代之叙事，全球化为当今世界大势所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大批视野宏阔、胸怀
天下的国民，不可能为其创造出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而一国之民拥有什么样的视野
与胸怀，是否对外部世界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与浓厚的兴趣，又与国民经常倾听什么样
的故事不无关系。我们既要汲取叙事传统中蕴藏的智慧，又要探索能适应当前和未来
形势的故事讲述方式，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继续前行。
关键词 叙事; 讲述方式; 叙事传统; 农耕时代; 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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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统、道统、学统、法统乃至国统等皆为可传的
对象①，叙事传统也是传统之一，这一表述主要指
相沿成习的故事讲述方式。叙事传统和其他传统
一样并非一成不变，每个时代的故事讲述都在丰
富和改变既有的叙事传统，T. S. 艾略特在 《传统
与个人才能》中说: “过去决定现在，现在也会修
改过去。”②还要看到，被过去“决定”的现在不但
反过来“修改”过去，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影响未
来，因此讨论叙事传统不应只有回顾而无前瞻，
也就是说我们既要汲取中国叙事传统中蕴藏的智
慧，又要探索能适应当前和未来形势的故事讲述
方式，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继续
前行。

一 讲述方式、“路径依赖”与叙事传统

讲述方式之所以世代相传，是因为信息在传
播时会形成一定的 “路径依赖”———一旦按某种
模式、套路或方法讲述故事成为习惯，一代又一
代的故事讲述人便会自动沿袭这种习惯。讲述是

为了倾听，对于倾听一方来说，讲述方式的好坏
同样取决于自己习惯与否: 好的讲述方式往往就
是自己熟悉的方式，不熟悉的方式则有妨碍故事
消费之虞。显而易见，不同的群体会因习惯不同
而形成不同的“路径依赖”，每个群体中都会涌现
出自己的讲故事高手，但若让他们到别的群体则
不一定能获得同样的欢迎。这种 “路径依赖”后
面的机制并不复杂，行走在熟悉的道路上时，沿
途景观和分岔路口会按照期待依次呈现，与预期
相符带来的安稳之感又会驱使人们下次再度选择
这条老路。伊塔洛·卡尔维诺说: “一个孩子听故
事的乐趣，有一部分在于等待发生他期望的重复:
重复的情景、重复的措辞、重复的套语。就像在
诗中和歌中，押韵帮助形成节奏一样，在散文故
事中事件也起到押韵的作用。”③成年人当然不像孩
子那样期待具体的重复，但对故事的讲述方式仍
有种种隐性期待，一旦故事的开启、发展或结束
方式不符合预期，接受者心中就会有某种难以名
状的小小不快。以故事中主要行动的重复次数为
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刘备三顾茅庐、宋江三
打祝家庄和刘姥姥三进大观园都是 “以三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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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或四打白骨精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对
国人来说还是“三”打白骨精更符合预期和习惯，
毕竟大多数中国故事中的主要行动都是重复三次
后告一段落。
“以三为度”约束的仅为行动次数，行动次数

又只是行动涉及的一大堆问题之一，而叙事诸要
素中除行动 ( How ) 外尚有时间 ( When ) 、空间
( Where) 和人物 ( Who) 等。就故事讲述的荦荦
大端而言，讲述者对叙事要素的不同倚重会造成
不同的“路径依赖”，换句话说，这些不同的倚重
一旦成为代际承传的习惯，就会逐渐形成各种风
格稳定、特色鲜明的讲述方式。笔者在研究先秦
叙事传统时注意到，如果说 《左传》是 “依时而
述”，《国语》是“依地而述”，那么《世本》就是
在二者 ( 时间和空间) 基础上形成的 “依人而述”
( 强调人物) ，这种囊括力极强的、能够各不相扰地
反映各类事物在时空中连续性存在的纪传史体，经
过司马迁的大力弘扬，“最终成为煌煌‘二十六史’
一以贯之的定式”④。我们的古人常用“史才”来指
叙事能力，先秦时代的史官文化先行，导致后来的
叙事经常用“述史”作为导语——— “奉天承运”的
皇帝圣旨多祖述尧舜汤武，共和以后的政治文告
亦往往从前人的贡献起笔。至于最具传播影响的
四大古典小说，其开篇无一例外都采用了 “自从
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种套路。《水浒
传》回顾宋代之前的 “纷纷五代乱离间”，《三国
演义》以 “周末七国分争”以来的史实为导引，
《西游记》的神魔小说性质使其溯及 “混沌未分”
时的“盘古开辟”，《红楼梦》的人物转世背景也
使作者从 “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开讲。“述史”
即讲述前人的故事，用前人的故事来为要讲的故
事鸣锣开道，容易使自己的讲述获得 “合法性”
与“正统性”，所以有人如此归纳: “中国人做学
问的方式是靠历史叙事，先列举三代故事、先秦
典籍、二十四史一路下来，然后续上你的当代叙
事一小段，这样你才能得到自己内心承认的合法
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起大家公认的正统性
权威。”⑤

叙事即叙述事件，而事件又是由行动构成，
如果说中国的讲述方式比较强调时间中的行动，
那么西方的讲述方式也有一个鲜明特点，这就是
更多关注空间中的行动，具体来说就是更喜欢讲

述与远方异域有关的故事。西方人讲故事可以说
是从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开始，故事中的英雄多
有外出历险、飘洋过海和遇见形形色色陌生人的
经历，《奥德赛》甚至以俄底修斯九死一生的还乡
为主线。再往后看，中世纪的骑士文学 ( 包括传
奇与抒情诗) 、《神曲》《十日谈》《巨人传》及西
班牙流浪汉小说与《堂吉诃德》等都离不开四处游
侠、上天入地、朝拜圣地和流浪跋涉; 18 世纪英
法小说中的鲁滨逊、格列佛、汤姆·琼斯、吉
尔·布拉斯和 “老实人”等仍在风尘仆仆地到处
旅行; 19 世纪以来的西方叙事作品虽跳出了流浪
汉小说的窠臼，但拜伦、歌德、雨果、狄更斯、
马克·吐温，罗曼·罗兰、乔伊斯、毛姆和塞林
格等还是喜欢以闯荡、放逐、游历或踟蹰为主题。
讲述方式关乎性格与经历，欧洲虽有少数国家历
史上以农耕为主，但西方人主要是牧人、猎户、
渔夫与海员的后裔，他们的祖先从古希腊、古罗
马时代起就在草原、大漠、大海、港湾和岛屿之
间频繁穿行，辽阔的陆地与浩瀚的海洋从未对其
远征、传教、贸易和开拓殖民地等行动构成过障
碍，旅途奔波、路上风景以及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对他们来说是生活中的常态，因此其叙事更多涉
及人的空间移动。相比之下，农耕生活导致国人
较为留恋土地和家园，出门在外必然造成有违人
性的骨肉分离，人们因而更愿意遵循 “父母在，
不远游”和“一动不如一静”的古训⑥。在安土重
迁意识的影响下，离乡背井的出游成了有违家族
伦理的负面行为，远方异域的故事自然也就没有
多少讲述价值。当然我们古代也有 《西游记》与
《镜花缘》这样的作品，但它们提供的恰恰是反
证———唐僧师徒名义上出国到了西天，沿途的风
土人情却与中华故土大同小异⑦，唐敖和多九公实
际上也未真正出境，他们看到的奇形怪状之人基
本上还是《山海经》中怪诞想象的延续，这些都
说明叙写路上的风景确实不是我们古人的强项。

空间有大小之分，西方人不但喜欢讲述广阔
空间中的行动，他们对封闭空间里的事件也有浓
厚兴趣，哥特式小说顾名思义就是讲述发生于哥
特式建筑中的故事。哥特式小说本身价值不高，
在西方文学史上只是一名匆匆过客，但正如福柯
在评论哥特式小说创始人的贡献时所说，安·拉
德克利夫不仅是第一位使哥特式小说成为畅销书

·16·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叙事



的英国作家，她还使此类故事的讲述成为一种习
惯和可能，她和马克思、弗洛伊德等人一样 “不
仅生产自己的作品，而且生产构成其他文本的可
能性和规则”⑧。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幽暗神秘的古
堡旧屋之中，让忐忑不安的人物蹑手蹑脚地穿过
走廊爬上阁楼，去执行某项使命、发现某个秘密
或防范某种危险，这样的讲述在我们今天看来未
免有些落套，然而对于 “好的就是这一口”的西
方读者来说，如此安排方能挠到他们心中的痒处。
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后世有那么多传世
之作模仿甚至戏仿这种讲述。简·奥斯汀的 《诺
桑觉寺》、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与《荒凉山庄》、
勃朗蒂姐妹的《简爱》与《呼啸山庄》、托马斯·
哈代的《远离尘嚣》与《还乡》、威尔基·柯林斯
的《白衣女人》与《月亮宝石》、奥斯卡·王尔德
的《道连·格雷的画像》、维克多·雨果的 《巴黎
圣母院》、普罗斯佩·梅里美的 《伊尔的美神》、
爱伦·坡的《椭圆形画像》、达芙妮·杜穆里哀的
《蝴蝶梦》和加斯通·勒鲁的 《歌剧魅影》，都有
向拉德克利夫致敬或 “做鬼脸”的意味。从这里
可以看出讲述方式的惯性是如何强大，不管讲述
方式的 “始作俑者”在文学史上的名声是多么卑
微，只要这种讲述方式流行开来成为 “构成其他
文本的可能性和规则”，人们就会有意无意地执行
这些规则。

讲述方式涉及面甚广，碍于篇幅此处只能点
到为止。然而即便将以上讨论进行到底，也不能
穷尽叙事传统的全貌，因为除了讲述方式的世代
沿袭之外，叙事传统还让人自然联想到体现这种
传统的众多具体作品，这种情况就像说到中国古
代的造桥传统就会想到著名的赵州桥一样。经典
叙事作品作为叙事传统的 “样板”，可以让人实实
在在地把握前人的讲述方式及其价值取向与伦理观
念等，其示例垂范的作用是任何理论概括都难以替
代的。巫鸿有文提到艺术作品的“纪念碑性”⑨，英
文中的 “纪念碑” ( monument ) 和 “纪念碑性”
( monumentality) 源于拉丁文“monumentum”，本义
为提醒和告诫，开辟传统的作品在许多人看来就
像是一座座高耸入云的纪念碑，后世的故事讲述
人会用种种方式对其顶礼膜拜，奉之为学习的典
范与衡量的圭臬。孔子修订过的 《春秋》在国人
看来就是这样一座 “师范亿载，规模万古”的叙

事丰碑，笔者对其历史作用曾有这样的归纳:
“( 《春秋》主张的) 叙事须依时序而行、文字要多
加锤炼推敲以臻精练、作者应依据思想道德原则
对所述事物作不动声色的颂扬与挞伐，这三条构
成了中国叙事传统的根本，成为无数史家与文学
家共同拥有的风格特征。经过许多世代的薪火传
承与发扬光大，它们化为弥漫在叙事领域内的集
体无意识，融化在国人的血液中，渗透进记事的
毛锥里。在文史一体的时代，《春秋》毋庸置疑是
记事的典范; 在文史分家之后的漫长岁月中，人
们仍不自觉地以 《春秋》和 《春秋》笔法为衡量
文学性叙事的标准”⑩。

如同伟大的工匠李春因赵州桥而被后人铭记，
伟大的故事讲述人也凭借其开创性的作品进入叙
事传统。语言文字方面的建树完全可以用 “纪念
碑”来形容，普希金在 《纪念碑》一诗中便称自
己树立了“一座非金石的纪念碑”瑏瑡，但这一视觉
譬喻更适合用来形容作品的分量、高度及其警示
昭告功能，对于有生命灵性的作家和诗人来说，
人们更愿意将其比附为超凡脱俗的神明。《论传
统》一书作者爱德华·希尔斯着重讨论了传统的
神性或曰克里斯玛特质———克里斯玛 ( Charisma)
原系基督教用语，指因神恩庇护而获得的出众秉
赋。马克斯·韦伯把这个概念运用到普遍领域，
既指先知、巫师、立法者、军事首领和神话英雄
等的超常本领或神授能力，也包括源于 “天赋”
的皇家血统或贵族世系等，希尔斯更进一步扩大
了它的内涵: “社会中的一系列行动模式、角色、
制度、象征符号、思想观念和客观物质，由于人
们相信它们与‘终极的’‘决定秩序的’超凡力量
相关联，同样具有令人敬畏、使人依从的神圣克
里斯玛特质。”瑏瑢超自然的克里斯玛特质当然不可能
真正存在于人世间，但由于韦伯和希尔斯列举的
那一系列对象与普通事物之间的差距过于悬殊，
芸芸众生仍会下意识地相信它们与 “决定秩序的”
终极力量存在密切关系。许多作家和诗人由于故
事讲述能力出类拔萃，也被后人视为克里斯玛型
人物。英语中 “originality” ( 原创性) 、 “genius”
( 天才) 和“inspiration” ( 灵感) 等词语最初均有
神性瑏瑣，即便是在科学思潮兴起之后，诗人们仍会
觉得自己与诗神或伟大诗人之间存在特殊联系，
视其为灵感来源和精神主宰: 18 世纪的弥尔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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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品出自 “天上的女诗神”的口授瑏瑤，19 世纪
的济慈相信莎士比亚是其创作的 “主宰者”，为此
他还经常坐在莎士比亚画像之下写作瑏瑥。受西化浪
潮冲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亦曾有人开口闭口
“烟士披离纯”鲁迅对此有过揶揄瑏瑦，不过我们古
代也有“思之思之，鬼神通之”瑏瑧之类的说法，天
才诗人在人们眼里非仙即圣———李白、杜甫和苏
轼分别有 “谪仙” “诗圣”和 “坡仙”等美号，
少数民族地区传唱《格萨尔》《玛纳斯》的民间天
才亦被视为“神授艺人”。克里斯玛特质会由时空
悬隔而获得增强，在后世的故事讲述人心目中，
叙事传统的圣殿上端坐着的都是神祇般的人物，
对许多人来说，进入这一不朽的行列构成其创作
生命中最大的原动力。

叙事传统除了神性之外还有民间性。指出这
一点，旨在避免因强调叙事传统的克里斯玛特质
而导致的一味朝上看，也就是说除了仰之弥高的
经典作家作品外，精英叙事之外的民间叙事也是
叙事传统的重要构成与坚强支撑。民间性在一定
意义上等于母性，对大多数来自基层的人来说，
民间叙事因其地方性、宗法性和乡土性而更具
“母体”意味，接受这种“自己人”的叙事要比接
受“外人”的叙事容易得多。如果对消费过的故
事作一番认真的盘点，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装在
脑子里的并非个个都是 “精品”———在列入各类
书目的读物和流行的影视戏剧之外，人们其实还
通过五花八门的途径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底层叙事，
后者的消费量要比前者大得多。尽管报刊杂志、
电视广播不断发布新的事件信息，社交媒体推送
的奇闻轶事让人应接不暇，现代人仍然保持着用
八卦聊天来刺探身边动向的习惯，我们对他人私
事的好奇心似乎永难满足。具有讲故事功能的还
有家谱、方志和校史等，其中记载的多为集体的
记忆，与其有关联者会觉得它们讲述的是 “自己
人”的故事，其价值非同一般，弥足珍贵。此外，
人们居室内外那些随时映入眼帘的叙事性绘画
( 包括窗绘瓷绘之类) 、雕刻 ( 包括砖雕木刻之类)
和各种装饰陈设等，也在用静悄悄的方式讲述着
昔日故事，其潜移默化之功不可小觑。民间叙事
难免粗糙俚俗，其泥土芬芳与草根气息则为许多
高头讲章所不及。家谱上记载的祖宗业绩，老一
辈人口述的先人创业故事，在文学上或许难登大

雅之堂，但对有志于光耀门楣的后辈儿孙来说，
其激励功能可能贯彻终生，任何 “外人”的故事
都不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当然，民间叙事也不
是全无精品，陈寅恪便认为弹词长篇 《再生缘》
作为一部 “叙述有重点中心、结构无夹杂骈枝等
病之作”，在事件的组织安排上比 “结构皆甚可
议”瑏瑨的《红楼梦》等经典更为高明。

二 认识中国叙事传统的大智慧

传统的一大意义在于其形成于过去却不断作
用于现在，为了更好地认识过去和开创未来，需
要回过头去认真审视自己的传统。T. S. 艾略特主
张从传统中汲取精神力量，要求人们 “不仅感觉
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瑏瑩。
叙事传统是传统的组成部分，对于正在书写当代
中国史的国人来说，感觉到叙事传统的 “过去性”
和“现在性”，应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题中应有
之义。

生命的内在冲动在于存续与繁衍，包括人类
在内的所有生命都在这两点上与同类及其他物种
竞争。毋庸讳言，世界各民族在其发展历程中均
须经历优胜劣汰的考验，若以存续与繁衍论英雄，
地球上最大的赢家应属四大文明古国中硕果仅存
的中国。梁启超对此有过极简表述: “立于五洲中
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 我中
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 我中华
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 我中
华也。”瑐瑠要解释中华文明何以如鲁灵光殿般垂数千
年而不毁，中华民族这个超级庞大的群体何以能
维系至今而不陷于分崩离析，也不妨向我们的叙
事传统中去寻找答案。人类学家罗宾·邓巴认为，
与灵长类动物的彼此梳毛一样，人类祖先通过
“八卦”或曰讲故事建立起来的相互信赖与合作，
有助于群体的形成、维系和扩大，最终使人类从
各种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 “万物的灵长”: “讲述
一个故事，无论这个故事是叙述历史上发生的事
件，或者是关于我们的祖先，或者是关于我们是
谁，我们从哪里来，或者是关于生活在遥远的地
方的人们，甚至可能是关于一个没有人真正经历
过的灵性世界，所有这些故事，都会创造出一种
群体感，是这种感觉把有着共同世界观的人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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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同一个社会网络之中。”瑐瑡

然而也要看到，不是所有的讲故事活动都会
增进群体的凝聚力，现实生活中许多无聊的 “八
卦”恰恰就是拆群体墙角的噪音。因此需要对这
种表述做一点修正———光是会讲故事还不行，有
些故事是有利于团结统一的和谐之音，有的却是
造成涣散分裂的嘈杂之音，只有多讲前者、讲好
前者才有助于群体的维系。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
个民族不会讲故事，但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能把自
己的故事“讲好”，历史上许多民族一度以自己为
主导发展成人数众多规模极大的群体，后来却因
内部噪音太多而走向四分五裂。与此形成鲜明对
照，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群体，其发展历程虽然也
是人数越聚越多，圈子越划越大，但这个圈子并
没有像其他圈子那样因为不断扩大而崩裂，这与
我们祖先善于用故事 “创造出群体感”有关，正
是这种感觉把国人紧密地 “编织到了同一个社会
网络之中”。

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故事关乎 “中国”，让
我们先来看我们的祖先对自己国家的命名。“中
国”既然在地理位置上居天下之 “中”，“中国”
之人与生俱来便有一种纳四方于彀中的自信与自
命，这一名称从一开始就预示了 “中国”不会永
远只指西周京畿一带黄河边上的小地方瑐瑢，秦汉以
来中原以外地区不断 “中国化”的事实，让我们
看到中心对边缘、中央对地方具有难以抗拒的感
召力与凝聚力。还要看到，“中国”之 “国”在汉
语中是与“家”并称，这一表述的潜在意思是邦
国即家园，国家对国人来说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
概念，而是像家一样可以安顿身心的温暖地方。
再来看我们这个群体的名称——— “中华民族”。
“中华”之 “华”源于古代中原地区的原住民华
夏，早期中国的空间想象是华夏居中而四夷居偏，
但华夏和夷狄又同处于天子管辖的天下之内。古
人贵华夏而贱夷狄，讲求华夷之辨与夷夏之防，
但又认识到华夷同为一体，相互的区别主要在于
文化。韩愈《原道》中所说的“孔子之作《春秋》
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
之”，意思是应该通过诸侯自己的文化选择来判断
其身份认同。中国国境内五方杂糅的现实，使得
夷夏之间的融通由文化而及于血缘，如今中华民
族的主体民族汉族便是杂糅混血的产物。正是由

于中华民族内部存在着这种 “剪不断，理还乱”
的亲缘关系，中国历史上很少发生主体民族对少
数民族的无故征伐与屠戮，因而也就没有世界上
一些民族间那种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见于史书、
小说和民间传说中的 “七擒孟获”故事，反映的
皆为以仁德感召为主的 “攻心”战略，而这种战
略从上古时代就已经开始实施，《吕氏春秋·上
德》记载: “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
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唐太宗李世民更主张
对夷夏“爱之如一”: “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
朕独爱之如一。”“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
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四
海可使如一家。”瑐瑣众所周知，在我们这个夷夏杂糅
的大群体中，人数最多的汉族并不总是居于 “领
导”地位，然而即便是对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只要统治者继续维持大一统的格局与传统文化，
久而久之人们也会认可其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满族建立的清朝总共不过 200 多年，如今这个民族
完全融入了汉族，其语言已是名存实亡，这个例
子充分说明我们的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是一
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中国”之名的向心性和中华民族的内部融

通，无疑会对中国故事的讲述产生深刻影响。《三
国演义》因为讲述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故事，所以
开篇时要说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许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小说结束时叙述者又把
话说了回来: “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
之基矣。此所谓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
合’者也。”用 “分久必合”作为小说的曲终奏
雅，说明作者认识到 “合”才是中国历史的大势
所趋。不独《三国演义》，古往今来所有的中国故
事，不管是历史的还是文学的，官方的还是民间
的，只要涉及分合话题，都在讲述 “合”是长久
“分”为短暂，“合”是正道 “分”为歧路，“合”
是福祉“分”为祸殃。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出现过
分裂，而是这种分裂总会被更为长久的大一统局面
所取代; 中华民族内部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噪音，而
是这些噪音总会被更为强大的和谐之声所压倒。历
史经验告诉国人，分裂战乱导致生灵涂炭，海晏河
清才能安居乐业，因此家国团圆在我们这里是最为
人喜闻乐见的故事结局。一般情况下老百姓不会像
上层人士那样关心政治，而在中国，统一却是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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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下的全民意志，有分裂言行者无一例外被视为千
秋罪人，这一传统从古到今没有变化。

民以食为天，国人的饮食习俗也是我们这个
群体保持和谐的重要催化剂。如果说灵长类动物
相互间的梳毛是聊天的开始，那么人类进食时的
互动更能促进彼此交流和群体维系。邓巴认为梳
毛可以激活身体内部安多芬的分泌，这种分泌
“给人的感觉很像温和地过一次鸦片瘾”，而喝酒
同样能“极大地促进安多芬的分泌”，“这就解释
了为什么社交性的饭局和宴会在我们的生活占据
如此重要的位置。很可能从新石器时代起，宴会
就起到了既能维系群体团结融洽，又能欢迎远方
客人 ( 尤其是陌生人) 的作用。邀请他人共进晚
餐 ( 不管是否喝酒) 依然是现代社交生活的一个
重要部分，但是没有人会对这种行为感到很奇怪，
或者去探究一下它的缘由”瑐瑤。我们的古人其实早
就懂得觥筹交错可以促进友谊和消释误会，世界
上像我们这样喜欢请客吃饭的民族并不是很多。
汉语的“餐叙”“酒叙”等表述极其传神地体现了
宴饮和叙事的紧密结合，前者是手段而后者才是
目的。国人如今已无饥馑之虞，许多人乐于赴宴
不是为了大快朵颐，而是为了与亲朋好友一道痛
快聊天，共同消费或真或假的各类故事，许多八
卦传闻就是在餐桌之上诞生。在物质匮乏的过去，
餐桌上的交流同样不可或缺，张光直根据 《周
礼·天官冢宰》的有关记载，认为 “在负责帝王
居住区域的约四千人中，有二千二百多人，或百
分之六十以上，是管饮食的”瑐瑥，这一数字透露出
当时宫廷宴饮的场面是何等惊人，如此盛大的
“餐叙”肯定有益于帝国疆域的巩固。春秋时期的
王公贵族不仅懂得以宴饮为群体内部的黏合剂，
为了避免酒酣耳热之际的无谓冲突，他们还发明
了一套使用含蓄语言的沟通礼仪———所谓 “赋诗
言志”究其本质是一种隐喻性叙事，列国外交中
许多难以明言的微妙信息就是通过这种沟通渠道
得到传递瑐瑦。王公贵族之外，旧时平民百姓的用餐
也可达到较大规模，江西德安的 “义门陈”有过
300 多年不分家的历史，其用餐处称 “馈食堂”，
要靠打鼓召集 3000 多人同堂吃饭。有这类家族背
景的人，其宗族血缘观念与延续祖先香火意识相
对比较牢固，对修撰家谱等维持集体记忆的事情
也会特别热心，从现代 “核心家庭”中走出来的

人对此是无法理解的。
叙事传统可以表现为喜欢什么样的话题，也

可以表现为忽略什么样的话题。前面提到中国故
事很少涉及出游、远征与冒险，表面看来这似乎
说明国人缺乏勇气与冒险精神，然而仔细想来，
不去讲述这方面的故事实际上是顺应时势的一种
大智慧。古代中国人主要是农民，男耕女织的田
园生活虽然谈不上有多高品位，但还是能维持基
本的衣食自给，这种无需外求的生活导致我们的
祖先缺乏对异域的向往与好奇，因此也就较少讲
述与远方、远行和陌生人相关的故事。与这种守
着土地庄稼过日子的生活不同，西方人传统的游
牧、狩猎和海洋活动，不但使他们总是放眼世界，
也使其消费欲求受到诸多刺激，为此需要不断用
贸易甚至武力手段来获取各类资源。西方国家发
动的数次战争总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真正目的却
是为了打通商路，满足从香料到石油等紧缺资源
的需求。就生活质量而言，以植物资源为主的蔬
食布衣模式，显然要低于以动物资源为主的肉食
裘衣模式，但是前者相对安全而后者存在风险。
中国能够一步一步地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前人选择了稳扎稳打的发展模式。
在我们这个农耕民族眼里，一个地方能不能够生身
立命，可不可以最终加入“中国”这个大家族，最
终取决于该地是否适合农业生产。中国最早的地理
之书《山海经》由《山经》 《海经》 《荒经》三大
部分组成，其中“山”的篇幅超过了 “海” “荒”
两者之和，对 “山”出产的介绍也远远超过了
“海” “荒”———古人之所以只把山脉纵横的内陆
( “中国”) 看作资源的承载之地，是因为他们觉得
只有这样的地方才适宜发展农业瑐瑧。葛剑雄说中国
以农立国，对外没有需求，历代统治者都不主张违
背国力和实际需要去搞对外开发和盲目扩张: “正因
为中国历代都遵循这样的原则，所以中国的疆域并
非世界最大，却是基本稳定、逐步扩展的，没有像
有些文明古国那样大起大落，它们往往大规模扩张，
却很快分裂、消失了，而中国一直存在下来。”瑐瑨

三 形成于农耕时代的叙事传统亟待改变

“讲好中国故事”有本义与引申义两重内涵:
本义指真正的讲故事，即把中国发生的故事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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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引申义则指做好实际工作以增加当前 “中国
故事”的精彩度。现在实际领域内人们所说的
“讲好中国故事”，一般都是用引申义，文学和其
他意识形态领域所用的当然都是本义。新近公布
的“十三五”规划纲要 ( 2016—2020 ) 把 “建设
讲好中国故事队伍”列为目标之一 ( 第 100 项) ，
我们理解也是用这一表述的本义。将故事讲述人
的队伍建设纳入对未来发展的规划，足见国家对
“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视。

以上对叙事传统的讨论都是着眼于过去，一
旦把目光投向未来，投向正待开展的 “讲好中国
故事”工作，我们就会认识到形成于农耕时代的
叙事传统亟待改变。每个时代均有自己独特的面
貌，虽然每个时代的人都感到“现在”与 “过去”
迥然不同，但不是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机会遭遇当
代国人面临的巨大变局。近代以来国人频频使用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瑐瑩这种表述，严格地说，真正
称得上“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应为最近三四
十年间农业中国向工业中国的转变，这才是三千
年来东亚大陆从未发生过的全局性大改变! 叙事
即叙述事件，事件越是重要就越是值得叙述，假
如用超大尺度的时空视角从外太空向地球俯瞰，
便会发现这个星球上近期发生的最壮观事件，乃
是我们这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一跃而为最大
的制造业中心，正在生产全球一半的钢铁、近三
分之一的水泥和四分之一的汽车。就因果关系而
言，两个多世纪之前的英国工业革命可谓人类工
业化进程的开篇，但到中国开始自己的华丽转身
之前，世界上才有十分之一的人过上了工业化的
生活，而中国仅 30 多年的发展便将人类的五分之
一人口卷入了这一进程。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
专家预计 10 年内中国工业总产值还将再翻一番，
届时总规模将超过西方国家与日本之和，成为世
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工业体。

农业中国与工业中国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
无需外求而后者在资源配置上必须全球化。今日
中国与 30 多年前的一大不同，在于彼时的国人希
望通过与国际社会接轨以促进自己的发展，西方
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大量涌入国内，而今日中国
更希望世界与中国的发展接轨，我们为国际社会
提供的公共产品正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外。工业化
时代的国人不可能继续 “宅兹中国”的传统生活

方式，必须学会并适应与更多的陌生人和更为广
阔的外部世界打交道。事实上随着对外开放的扩
大与深入，今天已有大量国人在世界各地工作、
学习和生活，其身份有外交使节、专业技术人员、
企业员工、留学生、访问学者、孔子学院教师和
联合国维和部队成员等。当前中国提出的 “一带
一路”倡议，旨在充分利用中国拥有的强大产能，
帮助相关国家实现基础设施现代化，使中国与外
部世界形成更大的联通，这意味着还会有更多的
中国公民走出国门。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叙事，如果说前人是因农
耕文化原因而不爱讲述异域故事，那么这一叙事
传统已经不能原封不动地继续往下传承。中国打
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但在叙
事传统的惯性作用下，近 40 年来我们的故事讲述
仍然缺少外部世界的内容。当代作家中虽有少数
人喜欢讲述域外故事，但这方面尚未涌现出特别
重要的成果。以标志性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
例，历届获奖的长篇小说甚少涉及国门之外的事
物，作家们更多描绘的还是国门之内的 “这边风
景”瑑瑠。这样的生产状况显然无法满足当前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温饱无虞的国人如今已
开始向往远方和异域，“诗与远方”成了互联网上
的高频词，许多人都在谈论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实现“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愿望。
出门在外意味着离开熟人进入陌生人的群体，费
孝通曾用 “熟人社会”形容乡土中国里的人情世
故瑑瑡，詹姆斯·弗农则在齐美尔启发下发现，与
“远方的陌生人”之间的长期贸易和社会互动，为
国内市场狭小的不列颠群岛提供了率先进入 “陌
生人社会”的契机瑑瑢。农耕时代的国人一般只需要
和熟人打交道，但在经济转型、科技进步与传媒
变革日益加速的当下，“远方的陌生人”也越来越
多地介入了国人的生活。我们的文学不能无视这
一现实，摆在当代作家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便
是讲述好由 “熟人社会”向 “陌生人社会”过渡
的中国故事。

叙事传统亟待变革的理由有三:
一是不变革不利于国民现代素质的养成。全

球化已是当前世界的大势所趋，一个国家如果没
有大批视野宏阔、胸怀天下的国民，不可能为其
创造出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而一国之民拥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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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的视野与胸怀，是否对外部世界抱有强烈的
好奇心与浓厚的兴趣，又与国民经常倾听什么样
的故事不无关系。所以梁启超认为叙事的变革可
以带来人心与人格的变革: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
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 欲
新政治，必新小说; 欲新风俗，必新小说; 欲新
学艺，必新小说; 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
新小说。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
故。”瑑瑣梁启超此说并非耸人听闻，当年法国的启蒙
学者就以小说为传播新思想的工具，伏尔泰、卢
梭、狄德罗等人都是讲故事的高手，孟德斯鸠的
《波斯人信札》出版后洛阳纸贵，以致书商在巴黎
大街上看见文人模样的过客便拉住索稿。

二是不变革不利于中国文化 “走出去”。文化
使者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桥梁，西方文化从
一开始就在歌颂寻找金羊毛和远征特洛亚的勇士，
人们对异国他乡的看法是既充满危险又值得憧憬，
因此许多人不仅敢于“走出去”，而且还能在陌生
人当中“待得住”，利玛窦来中国后甚至向天主发
誓永不还乡。《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不顾父
亲苦口婆心的劝说，也不接受船破遇难的教训，
在“不可抗拒的力量”驱使下重新投入大海的怀
抱瑑瑤。相比之下，我们的叙事传统中虽然也有张
骞、班超和玄奘这样的人物，但古人总的来说还
是视异域为畏途，古代小说戏文中经常出现的对
话——— “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反映了过去
出门在外者的普遍心理。钱锺书将这种心理追溯
到屈原: “盖屈子心中，‘故都

獉獉
’之外
獉獉

，虽有世界
獉獉獉獉

，
非其世界
獉獉獉獉

，背国不如舍生，眷恋宗邦，生死以之，
与为逋客，宁作累臣。”瑑瑥现在看来，这种对故国宗
邦的过分眷恋，势必拖住国人奔向远方的后腿，
中国文化要想真正“走出去”，一方面要摒弃这种
“外面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的心理，另一方面要
更多讲述“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故事，如此方能
造就大批能在海外长期驻守的文化使者，而这正
是我们目前对外工作的一项当务之急瑑瑦。

三是不变革不利于叙事和文学自身。中国为
史官文化先行的叙事大国，记录事件和讲述故事
本来是我们的强项，但由于人们对国门之外的事
情知之不多又兴趣不大，许多发生在外面的中国
故事未能得到应有的讲述，我们应尽力弥补这种
遗珠之憾。以瓷器和茶叶的输出为例，明清时期

中国的外销瓷被认为是当时最重要的全球化商品，
茶叶对西方人身心素质的提升亦有莫大之功瑑瑧。然
而这些中国影响世界的故事主要还是域外人士在
讲述，我们这边的重量级作家至今未关注此类极
具价值的题材。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各
地得到更多响应，还会有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在
外面发生，我们不能再把讲述的机会让给他人。
这方面我们不妨向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文学学习，
在英国人的足迹逐渐遍及全球之时，英国的诗歌
和小说也涌现出大量反映陌生人和 “陌生人社会”
的作品，拜伦、雪莱、柯勒律治和骚塞等诗人的
异域想象今天看来也许有点可笑，斯蒂文森、康
拉德、吉卜林和毛姆等作家的东方书写也有许多
地方让人无法苟同，但他们讲述的故事确实相当
默契地配合了当年大英帝国在世界上的崛起，促
进了英伦三岛人民将岛国襟怀扩大为全球视野，
而这种配合与促进也使英国文学开出了新生面。
我们的文学也应这样乘时代潮流而动，让 “走出
去”的东风为中国文学史掀开新的篇章。

我们中国人相信事物总在变化之中，以变化
为主题的 《周易》因此提倡 “君子见机而作，不
俟终日” ( 《周易·系辞下》) 。不过本文主张的应
时而变不是针对整个叙事传统，我们所要 “祛魅”
的只是埋头向内的叙事习惯，当然还有造成这种
习惯的故土难离情结。中国当前的发展正在深刻
改变国人既有的生活模式，国门内外的两个世界
正在融合为一个难分彼此的整体，钱锺书归纳的
对外排斥心理——— “‘故都’之外，虽有世界，非
其世界”行将失去其存在的根基。主张 “通天人
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说 “( 天运) 三十岁
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 ( 《史记·天官
书》) ，如果把他所说的 “天运”理解为形势，那
么当前中国遭遇的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便是特
大之变，讲好这一变局中的中国故事乃是当代人
义不容辞的使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西叙事传

统比较研究” ( 项目编号: 16ZDA195 ) 的阶段性
成果之一］

①《后汉书·东夷传·倭》: “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

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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