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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金圣叹和弗洛伊德都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 其理论的显著特色之一就是挖掘人性。本文尝试以

《创作家与白日梦》和 《金圣叹评西厢记》为例, 考察两人从文学创作角度对人的心理表现这一命题的阐述, 比

较两者理论诸多可沟通探讨之处, 并探究其相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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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家与白日梦》是弗洛伊德的一篇经典文

学专论 (写于 1908 年) , 集中反映了他对文学创

作的认识。弗洛伊德借助心理学的研究分析了具有

复杂的意识现象的文学活动。他的文学理论无视社

会、历史对文学的作用, 无疑是偏颇的。从开始发

表就不断受到批评。但无论如何, 其思想还是整整

影响了一个世纪人们的思考方式。正如波林在 《实

验心理学史》中的评价: “(弗洛伊德) 被视为最伟

大的创设者, 时代精神的代言人”, “他对知识的贡

献在于他改变并带来了成熟的思想体系。”

《西厢记》号称元杂剧的压卷之作, 美誉天下。

自传世以来, 对它的评论可谓长盛不衰。其中, 金

圣叹批点的 《西厢记》可视为 《西厢记》评点中的

集大成者。在他批点后, 百年间, 其批本大有取代

诸批之势, 并且甚至有人只知金批而不晓原著。金

批的突出特点同时也是巨大成就所在, 即以人物为

核心评说。金圣叹犹如一位向导, 带引读者步入人

物的内心世界, 又促使读者借此反观自我, 从而努

力揭示出人性中某些最本真的因素。

金圣叹和弗洛伊德, 可以说, 分别鲜明地代表

了古代中国、现代西方关于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挖掘

人之本性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 他们的文学创作

人性观具有诸多可沟通之处。本文就以他们的这两

篇经典文论为例做一比较分析。固然两种理论不能

一一对应、完全吻合, 但以此合理成分反观彼相关

内容, 或许可以对二者做出一个合理的当代审视。

一

金圣叹批点 《西厢记》是笔随兴至, 但其论核

心是如何进行文学创作, 总的看可划分为两类: 方

法论、人性论。前者涉及到文学创作的种种笔法, 这

是其批点的重点所在, 占了绝大部分篇幅; 而后者

则围绕人的心理意识 (包括创作者和作品人物) 展

开论述, 是批点的精神实质所在。本文谈论后者。

首先, 关注创作者的心理。

金圣叹在评点中, 不时赞叹 《西厢记》的作者

是怎样拥有如此精彩的慧心妙笔, 写出这样绝美的

文章。这也就是弗洛伊德在他的开篇提出的问题:

“我们这些外行一直怀着强烈的好奇心, 想知道那

种怪人 (即创作者) 的素材是从哪里来的, 他又是

怎样利用这些材料来使我们产生如此深刻的印象,

而且激发起我们的情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引

领我们走入创作家的内心世界。

第一, 在批点的 “读法”中, 金圣叹说: “《西

厢记》是 《西厢记》文字, 不是《会真记》文字。圣

叹批 《西厢记》是圣叹文字, 不是 《西厢记》文字。

天下万世锦绣才子读圣叹所批《西厢记》, 是天下万

世才子文字, 不是圣叹文字”。

而弗洛伊德在文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创作

家们自己喜欢否定他们这种人和普通人之间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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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他们一再要我们相信: 每一个人在内心都是一

个诗人, 直到最后一个人死去, 最后一个诗人才死

去”。

这就是说不仅是《西厢记》, 文学作品对于读者

产生的效果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的。每个人心中

都有自己的 “《西厢记》”, 所以人人都可以是创作

者。

第二, 既如此说那么创作者的心态又是怎样的

呢?就是任情自然表露。金圣叹认为“《西厢记》其

实只是一字”, “是此一‘无’字”。他举说赵州和尚

解释佛性所用之 “无”字, 正体现了此人的 “真才

实学”, 以此例证明这个 “无”字不是有无的无, 而

是一种创作者的心态。概括地说, 它表现为 “总是

写前一篇时, 他不知道后一篇应如何”。“总是写到

后一篇时他不记道前一篇是如何”。金圣叹之意是

说, 《西厢记》是不着人力斧凿、自然而成的。提笔

前, 作者胸中隐约有竹, 而它们潜在地涌动着自身

的发展规律; 创作者只要不凭主观、顺其自然地表

达, 就会创作出神品。他以云的生成做喻说明创作

“无成心之与定规”: “云只是山川所出之气, 升到空

中, 却遭微风, 荡作缕缕。既是风无成心, 便是云

无定规, 都是互不相知, 便乃偶尔如此”。(以上引

文仍见 “读法”)。金圣叹所论与弗洛伊德所持创作

实质是人的本性得以发泄的观点是一致的。

一种微妙的创作心态被形象地解释出来了。但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弗洛伊德进

一步做了回答。他认为, 人在童年时都会以全部热

情投入游戏世界而获得快乐, 在游戏中每一个孩子

的举止都像创作家。人长大后不再游戏, 但那种长

久被压抑的心理冲动使人们“从来不可能丢弃任何

一件事情, 只不过是把一件事转换为另一件事罢

了”。“现在做的不是游戏, 而是幻想。他在虚渺的

空中建造城堡, 创造出我们叫做白日梦 (或幻想) 的

东西来。大多数人在他们的一生中时时会创造出幻

想”。

显然, 这里的 “白日梦”不同于一般所说的意

义, 它是并不根据道德规范进行的幻想, 而是本能

冲动要求得以满足的产物。所以它往往很私人化,

如果用道学家的眼光审视, 那就纯粹属于丑恶的、

淫秽的心理。就像弗氏所说: “一般说来, 他 (创作

家) 宁愿坦白自己的过失行为, 也不愿把他的幻想

告诉任何人”。这样, 由于所写之事、所抒之情都出

自创作者早年已有、多年沉淀的内心私人化的心

理, 那么只要顺势付诸笔端, 自然就创作出了挚情

佳作。而作品又因往往表达了人们共有的私念, 便

格外具有感召力。

追求真实的自我情感的实现是人之本性。就金

圣叹本人也是创作者而言, 其批点的心态也是如

此。他在 《惊艳》小序中写道: “然则今日提笔而曲

曲所写, 盖皆我自欲写, 而于古人无与⋯⋯夫天下

后世之读我书者, 彼岂不悟此一书中, 所撰为古人

名色, 如君瑞、莺莺、红娘、白马, 皆是我一人心

头口头吞之不能, 吐之不可, 搔爬无极, 醉梦恐漏,

而至是终竟不得已, 而忽然巧借古之人之事以自

传, 道其胸中若干日月以来七曲八曲之委折乎?

⋯⋯夫天下后世之读我书者, 然则深悟君瑞非他君

瑞, 殆即著书之人焉是也; 莺莺非他莺莺, 殆即著

书之人之心头之人焉是也; 红娘、白马悉复非他, 殆

即为著书之人力作周旋之人焉是也。如是而提笔之

时不能自爱, 而竟肆然自作狂荡无礼之言, 以是愉

快其心, 是则岂非身自愿为狂且, 而以其心头之人

为倡女乎?”金圣叹借批点《西厢记》表达自己心存

已久的种种思想、感悟, 而所说的又正是读者的共

想, 自然写作时下笔如神, 读者阅读时也感到酣畅

淋漓, 彼此产生情感共鸣。

第三, 弗洛伊德认为: “作家还保持着一定程度

的独立性, 这种独立性表现在素材的选择和改变上

——这种改变往往是很广泛的。不过, 就素材早已

具备而言, 它是从人民大众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

事宝库中取来的。这很可能是所有民族寄托愿望的

幻想和人类年轻时代的长期梦想被歪曲之后所遗

留的迹象”。

同样的, 金圣叹认为: “想来姓王字实父此一人

亦安能造《西厢记》?他亦只是平心敛气向天下人心

里偷取出来。总之世间妙文, 原是天下万世人人心

里公共之宝, 绝不是此一人自己文集”。

《西厢记》取材于民间传说、小说戏剧已有的素

材, 对其进行了完全崭新的重创作, 它抓住了 “天

下万世人人心里之公共之宝”, 即人类本有的情感

欲望, 绘写出人人不敢言而心中常常想之情, 表达

了所有人的白日梦—— “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

属”。金圣叹把《西厢记》第五本贬得一钱不值, 但

却连连称赞此句: “结句实乃妙妙”。又在“读法”开

篇辩解 《西厢记》绝非诲盗诲淫: “《西厢记》断断

不是淫书, 断断是妙文。文者见之谓之文, 淫者见

之谓之淫耳”。在 《酬简》的小序中他又提出“自古

至今, 有韵之文, 吾见大抵十七皆儿女此事⋯⋯夫

为文必为妙文, 而妙文必借此事。事妙, 故文妙;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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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妙, 必事妙也”。足见, 金圣叹认同创作家的审美

心理应是趋于实写人欲之本质的。

其次, 关注剧中人物的心理, 这主要体现在场

次的设置中。

弗洛伊德认为 “创作家以非常认真的态度——

也就是说, 怀着很大的热情——来创作一个幻想的

世界, 同时又明显地把它与现实世界分割开来⋯⋯

然而, 作家那个充满想象的世界的虚构性, 对于他

的艺术技巧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效果, 因为有许多事

情, 假如是真实的就不会产生乐趣, 但在虚构的戏

剧中却能给人乐趣; 而有许多令人激动的事, 本身

在现实上是痛苦的, 但是在一个作家的作品中却成

为听众和观众乐趣的来源”。

虽然有时间的先后, 但因为反映了共同的真

理, 《西厢记》的创作的确可以作为弗氏这一论断的

佐证。金圣叹的批点也完全关注到了 《西厢记》是

如何使现实的苦痛不断在精心的情节安排中转变,

人物心理连贯于情节演变之中, 从而牵动读者也随

着剧情而变化感情。

在现实中, 相国千金和布衣书生根本不可能自

由见面, 爱情从何而起? 金圣叹在 《惊艳》中批注:

“乃丧停而艳停, 艳停而才子停矣。则实为相国有自

营菟裘故也”。又注: “罪老夫人也。一念禽犊之恩,

遂至逗漏无边春色”。其实, 相国停丧西厢、老夫人

开春院只是万事的引爆器, 金圣叹此说无非是把这

种为礼不容的爱情的发生合理化。

主人公不是市井浪子娼女, 金圣叹赞他们, 一

个是 “周公之礼, 尽在张矣”; 一个是 “天仙化人,

一片清净心田”。这样知书达礼的人怎么会私约西

厢呢? 弗洛伊德做出了回答认为, 人性的本能 “或

者是野心的欲望, 要想出人头地; 或者是性欲的愿

望。在年轻的女人身上, 性欲的愿望占极大优势。在

年轻的男人身上, 利己和野心的愿望十分明显地与

性欲的愿望并行。我们要强调这一事实: 它们常常

结合在一起⋯⋯一个有良好教养的年轻女子只允

许怀有最起码的性的欲望; 年轻的男子必须学会抑

制自己在孩提时代所养成的过分注重自己的利益

的习惯, 以使自己能够在一个提出了同样强烈要求

的人们的社会中, 明确自己的位置。”因此莺莺既有

一出场就唱: “花落水流红, 闲愁万种, 无语怨东

风”, 这种被压抑得只被允许在心里悄悄地动一动

春思, 幻想一下心仪之人的爱情渴望, 就有其后随

着形势的变化而逐渐激扬起压抑于心底的情欲。相

比之下, 张生的情感简单直接。戏剧开场就表明他

有出人头地的野心, 金圣叹评道: “满胸前刺刺促

促, 只是一色高才未遇说话。”“借黄河以快比张生

之品量。试看其意思如此, 是岂偷香傍玉之人乎

哉!”正如弗氏理论, 张生一直执著于自己的情感要

求, 是与他坚持个性的习惯有直接关系。但之后他

就必须学会抑制这种习惯, 去接受老夫人的成亲条

件了 (这也代表着一种普遍的社会秩序要求)。

接下来的 《借厢》和《酬韵》两折分别将张生、

莺莺的态度明朗化, 他们开始把心中的渴望与追求

付之行动, 张生热切积极、莺莺谨小慎微。然而仿

佛有一道无形的墙牢牢地挡在两人之间, 即使是在

《闹斋》中彼此细细打量, 更加心心相悦了, 它也无

法逾越。而读者一想到现实中种种痛苦的爱情人

生, 就不由感到剧中人物的爱情将被窒息在无尽的

等待中了——人人胸中郁闷。金圣叹在批阅 《寺

警》中说明, 创作者巧设情节让读者眼前一亮, 顿

扫胸中闷气。“今乃不端不的出自意外, 忽然鼓掌应

募, 驰书破贼, 乃正是此人, 此时则虽欲矫情箝口,

假不在意, 其奚可得? 其理、其情、其势固必当感

天谢地, 心荡口说, 快然一泻其胸中沉忧。”“斗然

从他递书人身上凭空撰出一莽惠明, 一发泄其半日

笔尖呜呜咽咽之积闷。”老夫人许婚、张君瑞破贼。

此时欢乐的祥云笼罩着普救寺。《请宴》小结旧愁,

《赖婚》重开新怨。刚刚从天降喜庆, 既而就晴天一

霹雳! 老夫人轻描淡写地赖婚把所有人从玄美的幻

想中拉进无助的现实: 气氛再度沉郁下去。

弗洛伊德指出: “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 只

有愿望未满足的人才会。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

的愿望, 每一次幻想就是一次愿望的履行, 它与使

人不能感到满足的现实有关联。”“要一个人放弃自

己曾经历的快乐, 比什么事情都更困难。”张生的处

境正是这样。追思往昔, 莺莺临去一回眸点燃了他

的希望; 莺莺酬韵让他鼓起了勇气; 老夫人请宴令

他欢悦醉心⋯⋯就是爱情不得实现, 就是这些曾经

的幸福难忘, 激励着张生义无返顾地追求下去。莺

莺也是如此, 因此才得以和张生心照不宣。

当仿佛失败已注定时, 斗然又跃出一个小侍

女。红娘不仅给人们重燃希望, 而且最终把希望促

成了现实。这期间 ( 《琴心》、《前候》、《赖简》、

《后候》、《酬简》、《拷艳》) , 莺莺真亦假、假亦真,

张生喜而忧、忧而喜。之后, 又经历张生远别赴考

( 《哭宴》、《惊梦》、《泥金报捷》、《锦字缄愁》) , 郑

恒登门求配等等诸般事故。直到衣锦荣归、终成眷

属, 人们紧悬的心才释然。主人公这 路走来起起

29刘南南 . 金圣叹与弗洛伊德的文学创作心理论之比较



伏伏, 而人们的感情也随着他们的经历腾挪跌宕。

在理学成为社会主导思想的古代中国, 以自由

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只能是美好的梦想。莺莺和张生

的爱情最现实的结局应该是像元稹 《会真记》所写

的那样, 痛苦悲哀而无奈。而用上述弗氏理论反观,

《西厢记》正是在不动声色的铺写中给读者带来了

梦想的快乐。而金圣叹则在各个重要关目转变处点

明人物的心态、读者的感触, 将剧中剧外所有人的

情感表达无遗。再次, 金圣叹对于剧情最显著的批

改是删去了第五本, 以 《惊梦》剧终。笔者认为不

可取。首先从传统的叙事角度讲, 剧情发展到 《惊

梦》并没有结束。它和下一折一起分别备写出张生、

莺莺各自的相思之状, 作用犹如 《借厢》和 《酬

韵》分别明朗两人的态度一样。同时, 它们承上启

下, 小结过去的波折, 引发新的事端, 从而把前文

隐藏的郑恒的情节做出了结, 使全剧情节再无遗

漏。其次, 就情绪效果而论, 金圣叹认为删去第五

本就是以悲剧结尾, 从而加重了批判力度。实际上,

以一梦作结带给人们更多的是对最终结局的猜测,

这种模棱两可的结尾不会产生悲剧的震撼力, 人们

不会放弃对美好结局的幻想猜测。同时, 崔、张接

受成亲的条件, 表明进步的自由爱情向封建礼教做

出了妥协, 这种不彻底的解放更是一种悲哀, 它的

批判反而比正面批判更有力度。第三, 从本文探讨

的人之本性角度而言, 弗氏理论指出, 得不到实现

的欲望将引起幻想, 但 “我们不能假设这种想象活

动的产物——各式各样的幻想、空中楼阁和白日梦

——是固定而不可改变的。相反, 它们根据人们对

生活的印象的改变而做相应的更换。幻想同时间的

关系一般很重要。精神活动是与当时的印象与当时

的某种足以产生重大愿望的诱发性场合相关连。从

那里回溯到早年经历的事情, 从中实现这一愿望;

这种精神活动现在创造了一种未来的情景, 代表愿

望的实现。它这样创造出来的就是一种白日梦, 带

着诱发它的场合与往事的原来踪迹。”可见这种精

神活动具有完整的发展过程。“过去、现在和未来就

联系在一起了, 好像愿望作为一条线, 把它们三者

联系起来了。”剧中, 莺莺就是在不断变化的幻想追

求下完成情感历程的。早年她被指婚给郑恒, 显然

是不满意的; 后又处在暮春伤父时巧遇张生的情境

中, 自然地勾起她心底埋藏的情思: “愿配得冠世才

学、状元及第、风流人物、温柔性格”: 过去的经历

唤发出当前的幻想。之后又经历了起起落落、百转

千回的曲折, 熬到长亭哭别。为了美满的爱情这个

梦想, 她又忧虑张生是否能钟情不渝—— “我只怕

你停妻再娶妻”, 想象着未来的种种情景。再看张

生, 《惊梦》一折是现在的经历, 野店一梦牵连起过

去普救寺酸甜苦辣的种种回忆, 那么弗氏所说的作

为线索的愿望连接的未来情况呢? 若删除第五本,

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就不得而知了。

《西厢记》描写了爱情的发生、发展、结局的全

过程, 现实种种痛苦的不可能, 在经过层层技巧的

运用后, 成为美好幻想的可能, 带给人们乐趣。正

如弗洛伊德所说: “最根本的诗歌艺术就是用一种

技巧来克服我们心中的厌恶感。”“实际上一种虚构

的作品给予我们的享受, 就是由于我们的精神紧张

得到解除。甚至于这种效果有不小的一部分是由于

作家使我们能从作品中享受到自己的白日梦, 而用

不着自我责备和害羞。”

二

不难看出他们的思想仍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评

《西厢记》为金圣叹晚年所做, 可以说是他一生文学

思想的集中反映, 因此还可见到在相当程度上他强

调了礼法对人的创作心理的作用。同时受传统学术

的浸染, 并体现出民族风格, 金圣叹的评说更具抽

象的感悟性。而 《创作家与白日梦》则是弗洛伊德

前期的文论著作, 是以临床治疗的实践科学为理论

依据的。以后他更加义无返顾地进一步深发, 甚至

将人性本能的作用置于绝对支配的地位, 最终实现

了精神分析法在文学研究上的运用。和金圣叹相

比, 他的理论非常激进, 同时显出严密的科学分析

的层次性、系统性。

尽管两人的理论显著区别, 但仍能挖掘二者可

沟通之处。他们认为一方面文学创作是人类共有的

自然情绪的抒发、纯然心理的表达、本质欲望的写

真, 因此文学创作就是打造投射人性的镜子。另一

方面创作心理明显地倾向于个性的展露, 无论是创

作者的心态还是作品人物的言行, 无不被个性的光

芒烛照着, 正所谓 “每一个人在内心都是一个诗

人”。简而言之, 他们的创作心理论核心的相似处就

是充分肯定人的自然天性。

这样探寻并不是要将一种西方理论强行对照

于另一个中国古代文论, 其意义在于说明这种相似

性的原因, 进而探讨某种文学现象的原因。

首先, 从学术思想的演进来看, 明代中后期复

兴的商品经济推动社会世俗之趣扩展, 一时成为万

众响应的审美趋向。自然而然地, 社会风气日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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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活跃, 而最终汇集为复苏人欲、张扬个性的艺术

思潮(即尚情论)。作为那一批新思想倡导者中的一

员, 金圣叹自然会继承其肯定人性的精神, 只是其

所论显示出新的时代变化亦是必然, 即向理欲思辨

的深化。因此在金批中, 既有维护礼教的保守复古

之论, 又有响应时代的惊世革新之语。

20世纪初, 西方现代科技迅猛发展, 政治形势

风云变化, 现代工业社会的现实猛烈地涤荡着人们

惯有的思维方式, 因此传统学说在经历了 19世纪

的辉煌后, 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批判。同时种种

非理性的、异化的思潮风行于世, 论者多关注人的

心理、直觉、意识等方面, 于是逐渐改变了人们过

去所持 “人是理性的”观念。弗洛伊德的学说就是

其中极具时代学术特色的代表。他质疑人的本性,

“深入地研究了关于‘无意识’精神活动的理论, 并

用来分析人类行为动机”。“他的理论体系和描述性

的术语词汇, 渗透到整个西方现代文化的各个领

域” 。

金圣叹和弗洛伊德都身处时代的大更替、社会

的大变动中: 一个是明清易代, 一个是世纪之交。新

旧社会状态的碰撞伴随着新旧思潮的碰撞。其中文

艺思想必然体现出批判性。这两个时代思潮氛围都

呈现出关注人性、侧重内省的趋势, 因此两人所论

皆关涉此命题。

其次, 这种学术以人性研究为主导的倾向, 又

有更深层的时代原因。当物质文明不断提高时, 伴

随物质世界的极大丰富, 人的精神状态必然要经历

最初对物质利益的极度追求依赖阶段, 即 “人的自

由度反而降低, 异化程度则加深”!, 于是人的世俗

情性为社会公认而被极大张扬。文学是时代风貌、

社会心理的艺术再现。当创作实践在不断超越传统

时, 相应所做的理论亦围绕共同的命题开展。

金圣叹和弗洛伊德的时代正例证了这一点。明

末, 内地的起义、沿海的外寇将偌大国家陷入天翻

地覆的混乱中, 满清政权重整江河, 一切混乱又都

纳入了秩序中, 人们重获生存的稳定感。而 20世纪

初, 现代科技的飞跃前进成为社会巨变的根由和动

力, 各种传统都被怀疑甚至打破, 混乱代替了秩序,

一种长久的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在渐失。尽管这是两

个相反的过程, 可却有近似的结果: 统一的政权大

力发展经济; 现代科技革新了生产力——比较各自

的过去, 物质水平都大大提高了。于是文学上, 有

在实践中描绘人的本性, 而创作论上侧重人的内省

分析的倾向。

对于金圣叹和弗洛伊德的创作心理论做出以

上比较只是一种尝试。每一种理论都有它独特的氛

围, 对于西方文论, 显然不一定能照原样的洋为中

用, 但这种中外理论的互学应该还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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