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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中叶, 清乾隆年间由曹雪芹创作的 红

楼梦 是我国古典小说中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

结合的艺术珍品。它形象地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

特别是封建社会晚期的阶级矛盾, 深刻地揭示了它

必然崩溃的趋势。因此 , 红楼梦 是封建社会的一

面镜子。 红楼梦 不是写一朝一代的历史事实, 更

不是写某朝某代的真人真事,但是, 它反映了封建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比实际生活更集中、更生动、更

典型、更有普遍性。

曹雪芹在 红楼梦 里表现出来的思想主要是对

封建社会的揭露和批判, 但他又幻想挽救封建制度

的灭亡, 因此,这部不朽的巨著, 既闪耀着进步的思

想又有陈腐的观念,这是他鲜明的矛盾世界观。

这种茅盾的世界观反映在 红楼梦 创作的指导

思想上。曹雪芹尽管早已感到封建制度病入膏肓,

并对它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可是, 他对封建的君

权、亲权还持保留的态度。一方面, 他借宝玉来表示

对封建教育、封建伦理的不满, 宝玉在贾蓉的上房,

见到画着以勤学苦读为内容的 燃藜图 就感到不痛

快。看到写有 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

的对联时,他就反感, 不愿再呆在这间精美华丽的屋

子里(第 5 回) 。当父亲贾政到外省做官以后, 宝玉

立刻就觉得 解放了 ,不肯再读书了。偶尔读一点,

也 不过供一时之兴趣, 究竟何曾成篇潜心玩索 (第

73 回) , 他为自己寻找的理由是: 除了(四书) ,杜撰

的也太多呢 (第 3 回) , 只除了什么明明德外的就

没书了,都是前人自己混编纂出来的 (第 19 回)。

儒家的典籍, 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是非标准和行

动准则,谁诋毁它, 谁就会被认为 大逆不道 。宝玉

居然把 四书 以外的儒家典籍以及一切解释儒家学

说的著作全给否定了,因为在他看来, 这样的书不过

是 混编纂出来的 ,书里讲的不是真理, 不是行动的

规范,不值得学习。他痛恨这些封建教材, 并且除了

四书 以外 ,他竟 将别书焚了 (第 36 回)。但宝玉

对历代皇上 钦定 的必读之书 四书 毕竟不敢动一

根毫毛,更不敢说它半个不字。

按照封建伦理,要求 臣事君以忠 ,忠臣只能为

一朝皇帝效力, 倘若能为忠君死, 那是最完美的道

德。然而,宝玉却以为 那武将便是疏谋少略的, 他

自己无能,白送性命 那文官更不比武官: 他念的

书记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弹乱谏, 邀忠

烈之名。倘有不合,浊气一涌, 即时拼死 要知道

那朝廷是受命于天, 若非圣人,那天也断断不把这万

几重任交代,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钓誉并不知君

臣的大义。宝玉, 实际上也就是作者曹雪芹思想的

化身,他相信 天赋君权 的谬论, 承认臣是要忠于封

建伦理的,只是揭露官僚们的所谓 忠君 并不是真

正忠于皇帝,而是为了自己的步步高升罢了。

虽然曹雪芹自以为 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

若许年 (第 1 回) , 但他还是幻想 否极泰来 (第 13

回)。正是这种矛盾的世界观 ,使曹雪芹在 红楼梦

里表现出了浓重的悲观情结和宿命论的观点。他写

的 好了歌 和 注 (第 1 回) ,写了贾宝玉幻游 太虚

境 , 见到金陵十二钗的正册、副册、又副册, 听到演

唱 红楼梦 十二支曲子。在这些册子和曲子里, 规

定了贾府的千金小姐和丫头们的性格、经历和结局。

对他们的遭遇,以及他们的悲愁喜乐,都作了前生命

定的解释,表明他们在世的一切活动不过是了却昔

日的宿愿而已。贾宝玉说 人事难定,谁死谁活 (第

71 回) , 林黛玉说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也不是人力

可以强求的 (第 45 回) , 这种 听天由命 的悲观情

绪,正是曹雪芹对封建社会 流水落花春去也 的现

状无尽叹惋的心情写照。而他又幻想由贾探春那样

的 贤才 来 兴利除弊 , 以补救那破绽百出的 苍

天 ,

曹雪芹矛盾的世界观, 也同样表现在 红楼梦

的人物塑造上。作者笔下的甄士隐, 禀性恬淡, 家

中虽不甚富贵 却是姑苏一带的 望族 , 他 不以功

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 酌酒吟诗为乐, 倒是神

仙一流人品 (第 1 回, 下同) , 对出身 诗书仕宦之

族 , 不论其谁, 每每有意帮助周济 , 即使素昧平生

的贾雨村,仅仅因为 所吟之句, (下转第 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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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诗词中的词类活用已不单是一种特殊的语法现

象。由于诗词体裁对语言的要求更高, 活用后的字

词通常要肩负更重要的任务。

诗词是最精美的语言艺术。它对语言的要求特

别严格,它要求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 抒发强烈而浓

缩的思想感情。它要求每字每词都要有强烈的表现

力。所以, 词类活用在诗词中往往是更重要地发挥

着各种修辞作用,甚至成为作者琢句炼字的绝妙处。

比如: 春风又绿江南岸 (王安石 泊船瓜州 )

中的 绿 字,就是作者炼字的经典例子。据载, 作者

曾用过 到 、过 、入 、满 等字, 修改数次, 最后

选定 绿 字。 绿 字被活用后不仅含有前述几字的

意思,还有更丰富的内容, 它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春风

到了江南岸后使江南岸的草木逐渐变绿和充满生机

的图景。这样,这个 绿 字就不只有了表意作用, 更

有了无与伦比的修辞效果。

再如, 大江歌罢掉头东 (周恩来 大江歌罢掉

头东 ) ,活用一个 东 字, 就体现出了诗歌语言的诸

多特色: 一是它与 大江 照应, 使诗句涵盖了苏轼

念奴娇 赤壁怀古 一词的全部豪迈, 大大丰富了诗

歌的思想内容,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二是以最经济

的语言传达最丰富的内容, 做到了语言精炼; 三是

东 字与后面的 穷 、雄 押韵, 遵循了格律。一字

多用可谓妙哉!

又如, 弹洞前村壁 (毛泽东 菩萨蛮 大柏地 )

中的 洞 字,活用作动词后的意思是 射穿 , 但它比

穿 又多了一层意思 穿的结果 洞(名词) , 这

就使整句甚至整首词立即鲜活起来, 具有了一种穿

透力。读之, 当年鏖战急 的场面乃至枪林弹雨的

声音我们似乎都感觉得到。

总之, 诗词中每个被活用的词都有着丰富的内

涵,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而使诗词更加美

好;它们常是作者精心锻造的结果,使诗词语言饱含

情绪,饱含思想, 音韵合谐, 使诗词的魅力倍增。我

们在欣赏诗词时, 应细心品味那些让诗词充满魅力

的诗词语言的无限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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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8页)飞腾之兆已见 ,便即慷慨解囊 速封

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 ,还 欲再写两封推荐书与

雨村带到神都, 使雨村投谒个仕官之家为寄足之

地 。这样一个 乐而好施 , 对封建礼教、封建教育

不可谓不忠心耿耿的理想化人物, 命运偏偏对他开

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先是 佳节元宵后 , 乳名唤

作英莲, 年方三岁 的独生女儿被人拐走。未及二

月,又遇 烟消火灭时 , 甄家烧 成一片瓦砾场, 只有

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 , 无奈 只得将田

庄都折变了,携妻子与两个丫环投他岳父家 , 岳丈

唤封肃, 虽是务农, 家中却还殷实 , 论理, 至亲骨肉

遭此不幸,理应劝慰安抚才是。可是, 这位老爹, 见

女婿这等狼狈而来, 心中便有些不乐 , 连女儿女婿

托他随便价薄置些房地, 为后日衣食之计 的银子,

竟然还要 半哄半赚 ,只 些须与他些薄田朽屋 , 还

不时 说些现成话 ,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们不善过活,

只一味好吃懒做等语。更为可悲的是, 当初甄士隐

接济过的贾雨村, 明知被抢去当丫头的英莲就是甄

大恩人当年被拐的女儿, 也明知抢英莲的那个 呆霸

王 、纨绔子弟薛蟠是个终日斗鸡戏狗、眠花宿柳、打

架斗殴、作恶多端的恶棍、可是,为了巴结贾王二府、

趋吉避凶 ,贾雨村竟昧着良心, 徇情枉法, 胡乱判

断了此案 。就这样, 好端端的 一家乡宦 , 只二、三

年功夫,就连遭败迹、贫病交攻, 竟渐渐地露出那下

世的光景来 。甄士隐的一生, 分明就是封建社会的

缩影,无论作者对它多么留恋, 甄士隐所赠的银两

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有心劝行, 无力补

天,那种 无可奈何花落去 的悲哀心情,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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