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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金圣叹的叶水浒传曳评点从两个方面影响了作品的文学价值院一方面袁金圣叹评点叶水浒传曳的过程是
审美再创造的阅读过程袁在阅读中建构了作品的意义体系袁赋予它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美感价值曰第二袁其
评点又影响了其他读者的阅读方式袁强化阅读过程中的审美意识和审美体验袁通过影响其他读者对叶水浒
传曳的接受间接影响作品的文学价值及历史地位遥

关键词院金圣叹曰 叶水浒传曳评点曰 审美阅读方式曰 雅化
中图分类号院陨圆园苑援源员圆

文献标识码院粤

金圣叹文论是百年来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的热点之一袁对其叶水浒传曳淤评点的研究袁学者们多从理论
阐发的角度袁将批评文字从小说文本中抽取出来袁加以整理归纳袁使之系统化袁阐述其理论价值遥 这种做
法往往有意无意忽略评点依附于小说文本这一事实遥 而评点的独特性正在于批评文字产生于评点者的
阅读过程中袁寄生在作品里面袁从内容到存在方式都紧扣作品袁对作品价值的构成和实现产生影响遥 评
点是阅读的产物袁它将从哪方面影响作品首先取决于评点者的阅读方式曰评点还影响了其他读者的阅
读遥 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探讨金圣叹的评点对小说叶水浒传曳的影响袁发掘金圣叹评点的价值遥

一
现代阅读理论认为袁阅读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袁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得到
完成和实现袁野一切阅读要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面对一部本文时以什么态度来阅读冶于渊孕怨源冤遥 金圣叹以一颗
同情之心充分介入到叶水浒传曳小说文本中袁从以下两方面实现对叶水浒传曳的审美阅读及对作品意义体
系的建构遥
渊一冤情感介入的审美体验
野对于一个读者来说 熏真正的阅读必须是一次成功的介入遥 他不仅要介入到作家所创造的那个世界
中去 熏而且也要介入到自己的心灵内部遥 冶 野读者的介入首先是情感的介入遥 冶盂渊孕员园冤金圣叹的阅读是一个
情感积极介入文本的过程袁他毫无保留地投入到叶水浒传曳的艺术世界中袁以对自身现实的愤慨尧对末世
的忧患意识和对理想的追求为野接受屏幕冶袁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比中赋予作品强烈的批判精神和肯
定自然人性袁主张率性任情以感受生命的快意与自由的意味袁从这两个方面对小说的主题思想和文化
内涵进行富有独创性的建构遥
作品对社会政治环境的描写牵动金圣叹的忧患意识遥 在评点中袁他表达了对小人得势袁英雄失路的黑
暗社会的强烈悲愤袁并从中审视历史治乱的原因袁表现了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和清醒的历史理性精神遥
小说第一回写高俅的发迹史袁金圣叹对此进行激烈的嘲讽袁他从野小苏学士尧小王太尉尧小舅端王冶
这些名称的设置上读出当时的统治阶层是野群小相聚冶袁又认为作者写宋徽宗野登基之后袁一向无事冶是
反语袁意在指出皇帝的无所事事尧昏庸无能遥 这些观点是金圣叹富于独创性的发挥袁增加了作品的批判
价值遥 在这样的官场中袁像高俅这种奸猾小人袁野即欲不得志袁亦岂可得哉冶曰小人得志袁势必祸国殃民袁高
俅只手遮天袁迫害忠义之士袁其亲朋又仗势欺人袁无恶不作遥 金圣叹评道院野今也纵不可限之虎狼袁张不可
限之馋吻袁夺不可限之几肉袁填不可限之溪壑袁而欲民之不畔袁国之不亡袁胡得可也浴 冶指出如狼似虎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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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是社会动乱尧亡国败家的根源遥
与小人得志相应的袁是英雄的失意遥 书中英雄的遭遇最能牵动金圣叹的情感波动袁引发共鸣遥 他读
到王进受高俅迫害袁只有延安府老种经略处可投奔时则说野读之袁令我想袁令我哭冶曰读到鲁达出家后送
走赵员外袁回到丛林选佛场中禅床上扑倒头便睡袁则说野闲杀英雄袁作者胸中血泪十斗冶袁正因为抱着同
情的态度进入作品与人物一起体验野英雄无用武之地冶的无奈袁才有对鲁达内心感受的准确把握袁而容
与堂刻本渊以下简称叶容本曳冤对此只批一个野佛冶字袁评点家理解能力高低立见遥 第八回写鲁达野猪林救
出林冲后袁林冲以为他要离去袁问道院野师兄袁今投那里去钥 冶金圣叹评道院野急语可怜袁正如渴乳之儿袁见母
远行袁写得令人堕泪冶熏对当时林冲的孤苦无依感同身受遥 正因为心中强烈的同情袁金圣叹对英雄们犯上
作乱的行为表示理解袁他感叹道院野嗟乎浴 才调袁皆朝廷之才调也袁气力袁皆疆场之气力也遥 必不得已而尽
入于水泊袁是谁之过也冶袁批判矛头直指统治阶级袁得出野乱自上作冶的结论遥
在批判黑暗社会现实的同时袁金圣叹把他的认同尧喜爱和感动都倾注在那些野至情至性冶的英雄人
物形象身上袁建构了一个快意恩仇尧任情率性的意义世界袁其核心是鲁达之义尧武松之悌尧李逵之孝袁以
及这三者的根源院野真冶遥 金圣叹赞叹鲁达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袁更经常为鲁达对朋友吐心沥胆的深
情所感动袁岳庙前鲁达对林冲说院野但有事时袁便来唤洒家与你去冶袁一句话就引得金圣叹野悲感起立冶袁野
猪林里袁鲁达说野洒家放你不下袁直送兄弟到沧州冶袁金圣叹感动之至袁评道院野天雨血袁鬼夜哭袁尽此二十
一字冶遥 在这些情深意切的评点文字里袁鲁达义薄云天的形象栩栩如生袁感人肺腑遥 对武松袁金圣叹盛赞
其为野天人冶遥 武松传最感人之处是血肉亲情袁野兄弟二人袁武大爱武二如子袁武二又爱武大如子袁武大自
视如父袁武二又自视如父遥 二人纯是一片天性冶袁所以金圣叹读到武松搬出兄嫂家袁武大野心中只是咄咄
不乐袁放他不下冶则说野读之不觉悲从中来冶曰读到武松去东京公干前嘱咐兄嫂一篇文字则感叹道野竟是
托孤语袁读之慷慨泪下冶遥 金圣叹为这种深情所动袁在分析武松前遇宋江和后遇张青尧施恩几回文字时都
很注意将其中关于兄弟的字眼挑出来袁使这种相濡以沫的兄弟情谊弥漫在整个武松传中遥 对李逵的纯
真孝义金圣叹也不吝赞誉遥
在金圣叹眼里袁这些好汉虽各有其性格特点和精神气质袁其人性特点却都可归结为一个野真冶字袁都
是野率我之喜怒哀乐自然诚于中形于外冶而又野知家国尧天下之人率其喜怒哀乐自然诚于中形于外冶的
野忠恕冶之人袁本乎天性袁任凭真情自然流露遥 以忠恕之心对父母则孝袁对兄弟则悌袁对朋友则义袁忠义孝
悌这些传统的道德品质在金圣叹笔下生成了新的意义袁是率性而为尧自然而然的结果袁因此有真性情则
善袁真善美是一致的遥 所以金圣叹认为鲁达要盘缠便偷酒器袁要私走便滚下山去袁仍不失为大丈夫之所
为袁野益见鲁达浩浩落落冶袁而武松虽杀人如菅袁却依旧有野一片菩萨心胸冶袁而李逵处处使乖说谎袁却又不
失其赤子之心尧纯真本性遥
与以上英雄人物之真性情形成激射的是宋江的野奸诈冶袁因此不可避免引起金圣叹深深的厌恶袁让
他不惜改动原文以强化其丑恶一面遥 金圣叹的评改虽屡受指责袁但宋江的虚伪是作品的原意袁最明显的
是对刺配江州途中宋江对行枷去与留的态度的描写袁金圣叹对这九处行枷文字并无改动遥 容本的评点
者斥宋江为野假道学冶可与金圣叹的理解相发明遥 在金圣叹看来袁宋江既失却了真性情袁自然不可能再有
什么忠孝仁义的行为遥 因此他把作品中对宋江的许多描写都理解为野皮里阳秋冶的野春秋笔法冶袁指出宋
江以权诈行忠孝袁对结义弟兄以假面目相待袁还处心积虑阴谋晁盖之位遥 如此丑恶之人袁金圣叹说野我生
生世世袁不愿见此等人冶袁又说野权诈人一生受苦袁如宋江其验也遥 直率人世界越阔袁如李逵其验也冶袁在强
烈的对比之中更凸现出他对鲁尧武尧李等人的热爱和对那一个率性快意的世界的向往遥
这一个意义世界的建构无疑是金圣叹自己的伦理道德观念投射到作品中进行再创造的结果袁但他
并不是以道德评价的眼光来审视人物的遥 如评点阮小七是野一百八人中袁真要算做第一个快人袁心快口
快袁使人对之袁龌龊都销尽冶袁令人野增长义气冶曰野写鲁达为人处袁一片热血直喷出来袁令人读之深愧虚生
世上袁不曾为人出力冶曰野写李逵遇焦挺袁令人读之油然有好善之心袁有谦抑之心袁有不欺人之心袁有不自
薄之心冶遥 金圣叹主要不在说明这些人物形象可能产生的社会教化效果袁而是描述审美阅读过程中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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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效应遥 野艺术虚构是虚构出一个独立于现实的完整的艺术世界冶榆渊孕员愿苑冤袁读者沉醉于这一个虚构世界袁
他的现实性受到削弱袁当人物的行为激起他强烈的认同和赞赏时袁他就会进一步受其精神气质的吸引袁
努力向人物靠近袁甚至达到忘我的地步袁这时野我冶就是书里的人物袁角色所具有的也为我所有袁阅读者
摆脱了现实中渺小的自己袁拥有更纯净的人格袁存在状态仿佛一下子臻于完美袁获得瞬间的满足感和舒
适感袁达到审美愉悦遥
渊二冤从野文法冶的角度阅读院对结构的审美观照
金圣叹总结自己的阅读方法为院野然其实六部书袁圣叹只是用一副手眼读得遥冶虞渊孕员员冤这野一副手眼冶即从
野文法冶的角度来审查文章的谋篇布局遥 明清小说继承了古代文学叙事空间性传统袁不注重按因果逻辑来
组织安排情节袁而是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事件单元像画面一样依次铺展袁造成野缀段冶的特点袁赋予文学
作品某种空间结构形式遥 金圣叹重视结构章法的读法契合叶水浒传曳这部长篇小说的空间性叙事模式遥
首先从整个故事以及各个故事段落的起止看结构是否具有完整性遥
他注意到野石碣冶这个词的结构意义袁指出野一部大书七十回袁以石碣起袁以石碣止冶袁又以中间七星
聚义的野石碣村冶为提纲袁在起始处与结穴处以野石碣冶锁住两端袁中间又有一个大照应袁使整个故事的
野首尧身尧尾冶得到完整的形式遥 所以金圣叹认为到了一百八人齐聚梁山泊这一回袁石碣三见是这一部书
结束的信号袁于是腰斩水浒袁编造卢俊义惊恶梦的情节袁与第十三回晁盖梦七星作对锁袁以梦始以梦结曰
还对应起首诗写了一首同样渲染天下太平无事的诗袁诗起诗结袁以野天下太平冶关锁洋洋一篇描写天下
无道袁政治失序袁绿林豪杰揭竿而起的乱世现象的大文字遥 三重起结方式袁形成一个完满自足的整体结
构袁契合中国古典美学精神遥 同样地对这个大故事里的某些故事单元袁他也揭示出其起结部位上安排了
相同或相似的事物来点明叙事的两端袁如宋江讨阎婆惜一篇袁野始于王婆袁终于王公袁始于施棺袁终于施
棺冶曰梁山好汉打华州救史进袁野以西岳圣帝为文字收放冶袁构成完整的故事段落遥
古典长篇小说的空间性决定各个叙事单元之间不存在强的因果逻辑关系袁 因此如何处理 野段冶与
野段冶的过渡尧贯串就成了显示作家笔力的地方袁自然成为金圣叹第二要注目之处遥 张竹坡说院野做文如盖
造房屋袁要使梁柱笋眼袁都合得无一缝可见曰而读人的文字袁却要如拆房屋袁使某梁某柱的笋袁皆一一散
开在我眼中也遥 冶愚渊孕圆猿愿冤这是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段与段之间的巧妙连接与转换袁在金圣叹则称为野过接冶尧
野交卸冶尧野脱卸冶尧野过枝接叶冶等遥 他说院野文章妙处袁全在脱卸遥 脱卸之法袁千变万化袁而总以使人读之袁如
神鬼搬运袁全无踪迹袁为绝迹也遥 冶过接要自然袁要消解尧泯灭掉人工编造的痕迹袁又要合情合理袁不能只
作巧合遥
过接可以是在从一人之正传转入另一人正传时袁如第五十回为雷横尧朱仝合传袁李逵杀死小衙内袁赚
得朱仝入伙袁接下来要转入失陷柴进正传袁作者以朱仝欲杀李逵一段文字过接遥 金圣叹关照读者院野切莫
为作书者所瞒冶袁以为这仍是在写朱仝袁野深叹美髯之忠袁而竟不知耐庵之巧冶袁而是要知道是作者立意要
脱卸到下文袁却又不另起一事端袁就借朱仝怨气顺手带下袁逼李逵留在柴进庄上袁顺理成章引出野李逵打
死殷天锡袁柴进失陷高唐州冶一篇文字袁省力袁省事袁又简明扼要袁使叙事不至松散拖沓袁下一个故事能迅
速出台而又不显突兀袁金圣叹赞叹道院野看他文章过接奇绝处袁如星移电掣袁瞥然便去袁不令他人留目遥 冶
另外袁在包含一个完整事件的叙事段与段相连接处金圣叹也告诫读者要分辨出哪些地方是上下文
过接袁从结构角度来看作者行文的用意袁不要拘泥于其中的事件就事论事遥 第五十八回写梁山好汉攻打
华州救出史进尧鲁智深袁接着要写另一个故事野公孙胜芒砀降魔冶袁于是让史进请命去攻打芒砀山强人袁
为项充尧李衮蛮牌所败袁以此为过接袁既收拾上文袁又引出公孙胜遥 金圣叹评曰院野若夫蛮牌之败袁只是文
章交卸之法袁不得以此为大郎惜也遥 冶就是说这个情节只是发挥了结构故事的功能袁并不起塑造人物的
作用遥 第四十一回写宋江取爷袁使公孙胜受到触动袁思忆老母袁要还乡看视袁又触动李逵袁转入下一回写
李逵取娘遥 金圣叹分析院野写宋江取父一片假后袁便欲写李逵取母一片真袁以形激之遥 却恐文情太觉唐突袁
故又先借公孙胜作一过接袁看他下文只用数语略递袁便紧入李逵袁别构奇观袁意可见也冶袁点明这个情节
的过渡作用遥 过接处的事件本身无甚深意袁可是对所连接的两个段落起的作用可大可小袁如何分析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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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读者的理解力了遥 金圣叹就认为公孙胜取娘这一情节还参与构成后面故事的语境袁帮助刻画人物形
象袁野一是写李逵见人取爷袁不便想到娘袁直至见人取娘袁方解想到娘袁是写李逵天真烂熳也遥 一是写宋江
作意取爷袁不足以感动李逵袁公孙胜偶然看娘袁却早已感动李逵袁是写宋江权诈无用也遥 冶不管这是否施
耐庵的原意袁经过金圣叹这样一分析袁这一情节的内涵就丰富深刻得多遥
第三袁金圣叹通过分析小说的故事段落在题材尧事迹尧人物性格等方面的相似性袁点明这些各各相
对完整独立的故事段落之间并不是毫无关系袁而是在内在精神气质上遥相呼应袁有很强张力遥 文忌重
复袁避之唯恐不及袁施耐庵偏要同一个题目写了再写袁而又偏能不使其间有一笔相犯袁金圣叹认为野作者
盖特地走此险路袁以显自家笔力冶袁是叶水浒传曳为才子之文的原因遥 如写虎本为难事袁作者偏偏对难能之
事乐此不疲袁写了武松打虎袁又写李逵杀虎袁又写二解争虎袁而其中无论是人是虎袁神态尧气质都截然不
同遥 武松文中袁虎是怒虎袁一扑一掀一剪都威猛无比袁人是神人袁打虎有许多方法显许多手段曰写李逵则
不然袁纯是大胆袁野虎更耐不得袁李逵也更耐不得袁劈面相遭袁大家便出全力死搏袁更无一毫算计冶曰二解打
虎袁则一路皆极写得虎之难之苦遥 金圣叹将这些章节对比来看袁赞扬作者野犯之而后避之冶的巧妙和笔力
过人之处遥 其他的例子如院第二回方写完史进与鲁达袁皆是极英雄尧粗糙尧爽利的人袁但读来定是两个人袁
而不是一个人曰第十八回写何涛捕盗袁紧接着就写黄安捕盗曰有林冲买刀袁又有杨志卖刀等遥 题目事迹的
野犯冶密切了各个故事段落之间的联系袁写法的野不犯冶方能出奇文袁不给读者雷同之感袁又能互相辉映遥
第四袁叶水浒传曳虽然是野缀段冶而成袁形式上分散袁行文却紧针密线袁金圣叹以过人的眼力袁发现了其
中若隐若现的线索袁发掘文章的内在理路遥 这条线索出现在一个完整的故事段中时袁他称之为野草蛇灰
线冶袁如对野哨棒冶和野帘子冶的反复描写袁各自串起了一条线索袁野拽之通体俱动冶遥 对不同的故事段落袁则
要野贯索冶遥 第十六回写杨志接受曹正建议去二龙山安身袁后遇鲁
通过分析人物关系袁描出另一种线索要要
达袁二人联手攻打二龙山袁曹正为他们谋划遥 鲁杨二人都钦佩林冲袁作者特地把曹正写作林冲之徒袁要使
鲁杨二人聚于二龙袁曹正贯索在手袁又以林冲为锁袁野鲁杨之合袁则锁之以林冲也袁曹正其贯索者也冶遥 而
这一条贯索又牵引出另一条贯索袁即后文武松到二龙山入伙袁鲁武之合袁野锁之以戒刀袁贯之以张青冶遥 两
条贯索虽然不明显袁却将分散于书中的三个人的故事串贯起来袁使不同的叙事层次具有连贯性遥 对于普
遍存在于明清小说里贯通叙事结构的线索袁有学者称之为野一线穿冶袁就像贯穿房屋的梁架袁串联起空间
序列的各个故事段落袁不仅起结构文章的作用袁而且造成气势的连贯遥 舆渊孕圆猿原圆苑冤
叶水浒传曳受到史传传统的影响袁以人物为中心袁以人系事袁整部小说几乎是由一篇篇人物的列传组
合起来的袁不存在一个情节按因果逻辑不断生成发展有始有终的过程袁于是故事如何组织安排袁使得各
个情节片断既具有完整性和独立性袁又要紧密相联浑然一体袁成其为一篇长篇小说而不是短篇小说集袁
就需要作者的苦心经营了遥 金圣叹借助野一副手眼冶读出小说叙事中诸多野文法冶袁他并没有停留在这些
野文法冶的技巧层面袁而是站在审美观照的角度袁体会这些技巧在创建小说文本有序和谐的空间架构和
赋予这一架构以严密的空间逻辑过程中激发的美感遥 他对小说内部各个叙事单元之间相需相生尧互创
互补从而形成有机统一的整体的分析袁触及到现代系统方法的相干效应原则院野系统诸要素之间在相互
制约尧相互作用中协调运动袁从而产生孤立状态下所不可能有的新功能要要
要整体性功能遥冶余渊孕圆愿冤他的阐释
把这种整体性功能赋予文本袁使作品生成一个完整的有丰富意蕴的美感体系遥

二
金圣叹在审美阅读过程中完成了对作品主题思想和形式美感等意义体系的建构袁他的评点记录了
这一个阅读过程及其成果遥 当其他读者阅读金圣叹叶水浒传曳评点本时袁难免受其影响遥
金圣叹首先以一个指引者的身份袁从阅读方式上对读者提出要求遥 他批评时人不会看书袁野仅仅粗
记前后事迹袁是否成败袁以助其酒前茶后袁雄谭快笑之旗鼓冶袁根本读不出这一野天下之至文冶渊李贽语冤妙
在何处遥 他视自己为理想读者袁通过自己的阅读实践为其他读者提供示范曰另一方面总结阅读经验袁提
出一套详细的读法袁某种程度上强制性地把他的审美阅读方式加在读者身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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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袁评点文字本身从形式到内容也影响了读者的阅读态度和收获袁下面择其要者谈三点遥
其一袁评点的存在方式直接阻滞了读者的阅读袁打断了阅读的连贯性遥 阅读评点本袁读者即使不看
野读法冶尧野总批冶袁也很难绕开插在小说行文中间的野眉批冶尧野夹批冶遥 这种阻断缓慢了阅读速度袁促使读者
细读文本袁不断回味刚读过的文字曰同时打断故事的展开袁启发读者在停顿处考虑发生了什么 熏推测将
会发生什么袁造成心理期待遥 阻断客观上促使读者形成一种认真阅读尧积极参与的态度遥 至于这种打扰
是否受欢迎袁就要看评点是否精彩了遥 正如李贽所说院野书尚评点袁以能通作者之意袁开览者之心也遥 得则
如着毛点睛袁毕露神采曰失则如批颊涂面袁污辱本来袁非可苟而已也遥 冶
其二袁金圣叹在许多地方点明叙事节奏袁不断给读者心理暗示袁引起注意力的集中袁加强心理期待
和指向遥 如武松打虎哨棒出现了十九次的提示袁让读者以为野半日勤写哨棒袁只道仗他打虎冶袁谁知还没
打到虎就先折断袁全然派不上用场袁让读者胆战心惊袁造成强烈的心理效果遥 再如宋江杀阎婆惜一段袁从
野春云渐展冶到野春云三十展冶的夹批曰又如石秀眼中看出潘巧云与裴如海的奸情袁从看出野一分冶直到看
出野十分冶的夹批袁都强化了读者情绪运动的节奏感遥
其三袁在内容上袁评点影响了读者对文本内涵的理解遥 金圣叹的评点多有高明之处袁指出作品运用
了哪些技法袁行文有何目的袁具有怎样的内涵和审美意义袁对读者理解小说有很大帮助袁前文举的很多
例子都能说明这一点遥 另外袁金圣叹也把对小说人物的好恶传染给读者袁最典型的是对宋江的看法遥 金
圣叹独恶宋江袁批判几乎步步紧追宋江的足迹所至袁时时提醒读者注意叙述的野深文曲笔冶袁尤其是对宋
江上梁山后处处架空晁盖的险恶居心的披露更是不遗余力遥 在这样的强大攻势之下袁读者对人物事件
的看法很难不受其影响遥 同时金圣叹的阐释不断调整读者的认知框架袁影响读者对后文的感受和理解遥
读者一旦认同金圣叹对宋江性格的分析袁难免要为与宋江有利害关系的晁盖尧卢俊义的命运担忧遥 看曾
头市一战袁晁盖轻率进兵以至惨败袁仅仅归因于晁盖性格和才能上的缺陷袁像容本评点者那样认为晁盖
是野莽冶尧野该死冶袁是无法令人信服的遥 晁盖因为急欲取胜以致轻信敌人袁而急欲取胜是因为宋江功高震
主袁使他处处受排挤袁郁郁不得志袁难得这一次宋江不阻拦他去杀敌建功袁自然显得急功近利袁从中可读
出晁盖心中一片酸楚遥 他临死前不肯把位置直接让给宋江袁是心中不满的最后一次发泄钥 是担心无人替
他报仇钥 或者两者皆有钥 令人深味遥 金圣叹说野文章之妙袁都在无字句处冶袁的确如此遥 后来宋江夜打曾
头市袁读到被宋江吴用冷调开的卢俊义偏偏抓到史文恭袁令读者又喜又忧袁喜的是英雄员外有机会坐第
一把交椅袁忧的是他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晁盖曰宋江一面硬要让位袁一面又不断挑起其他好汉对卢俊义的
反感袁可以想见卢俊义当时心中多么为难袁多么战战兢兢曰再后面看卢俊义攻城输与宋江袁安全坐了第
二把交椅袁则为他松了一口气遥 金圣叹眼光全在宋江身上袁读者则能举一反三袁体会到晁盖尧卢俊义的感
受遥施耐庵笔下的宋江是否真如金圣叹所说那样其实并不重要袁野所谓作者未必然袁读者何必不然冶俞渊孕远缘冤袁
金圣叹正读也罢袁误读也罢袁都给文本增添了文学魅力曰读者接受了这种阐释袁又能读出更多的字面之
外的东西袁领悟到更丰富的意义袁扩宽作品的审美空间遥 胡适认为卢俊义的故事是野敷衍冶出来的文字袁
野叶宣和遗事曳里袁卢俊义是梁山泊最初的第二名头领袁叶水浒传曳前面不曾写他袁把他留在最后袁无法可以
描写袁故只好把擒史文恭的大功劳让给他冶逾渊孕猿远缘冤袁这种说法让野恶宋江冶的读者不免要为叶水浒传曳叫屈袁
因为在他们眼里袁这些平淡的文字背后是人物激烈的心理斗争和彼此的矛盾冲突袁内涵很丰富遥
阅读金圣叹叶水浒传曳评点本与阅读纯粹的小说文本所得到的感受是相当不同的遥 金圣叹首先是小
说文本的读者袁但当他把自己对作品的阐释表述出来时袁他同时也是一个作者袁他在言说袁而其他读者
在聆听袁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话语权力关系遥 就像罗兰窑巴特所说院野说话袁或更严格些说发出话语袁这并
非象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是去交流袁而是使人屈服院全部语言结构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遥 冶 员员 渊孕缘冤从前
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这种支配意向在金圣叹的叶水浒传曳评点中是相当强烈的袁他的论证紧扣作品内
容袁推演细密袁思路清晰袁逻辑性很强袁具有令读者折服的理性说服力袁同时又是从自己的深刻体验出
发袁由胸臆中流出袁感情真挚深厚袁有很强的感染力袁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的见解袁转化为自己
的阅读感受遥 金圣叹旨在指引读者以一种更有价值的方式来阅读作品袁同时使自己的阅读经验渗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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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视界中袁使读者得到更加丰富的审美体验袁从而干预他们对小说文本意义的重建遥 同时金圣叹个
性化阐释的作法也会启发读者独立思考袁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遥 阅读评点本是有另一个读者在场的
阅读袁因此就存在着小说文本尧评点者尧读者之间交叉的多重对话关系袁野使得这一过程成为作者尧评点
者和读者三种耶视野爷相互交接尧启发和融通的耶散点透视爷袁因而具有无限的意义开放性和特征冶遥 员圆 渊孕圆员冤在
阅读评点本的过程中袁同时存在着支配与反支配的斗争袁读者从不同的角度理解把握小说文本袁从而使
作品处于动态的接受过程中袁内涵和意义不断得到丰富和扩充袁获得新的生命力遥

三
施耐庵以民间流传已久的故事为素材袁经过整理尧加工袁创作了叶水浒传曳袁这是一番野雅化世俗冶的
工作袁剔除了其中庸俗的趣味代之以文人的审美趣味袁同时对值得肯定的世俗价值加以文化性的扩充
与提升袁使之具有与民间通俗文学如弹词尧评话等不同的品格遥 如果说施耐庵对民间水浒故事的整理加
工是第一次野雅化冶袁金圣叹的评点可称得上是第二次野雅化冶袁他的个性化解读从接受的角度提高了叶水
浒传曳的审美层次和艺术品位遥 下面对这一评价做进一步阐述遥
金圣叹清楚地意识到评点者并不是作者的代言人袁而是一个创造者袁评点是另一种创作方式遥 他
说院野圣叹批叶西厢记曳是圣叹文字 熏不是叶西厢记曳文字遥 冶虞渊孕员怨冤另一位杰出的评点家张竹坡也有相似言
论院野我自做我之金瓶梅袁我何暇与人批叶金瓶曳也哉钥 冶愚渊孕圆园员冤则金圣叹所批之叶水浒传曳又何尝是施耐庵的
叶水浒传曳钥 他评点叶水浒传曳的实践充分体现了他对文本的野二度创造冶袁使文本的意义得到实现的同时
也在变形和增殖袁他的评点又对其他读者产生强制性的影响袁因此当作品进入读者阅读视野时袁施耐庵
原文本被纳入到金圣叹的释义语境中袁具有新的规定性袁呈现出新的样貌遥 在读者的接受中袁评点与小
说文本的血肉联系显现出来袁成为一个水乳交融的整体袁产生了第三个文本遥 德国接受美学理论家姚斯
曾说一部文学作品就象一部管弦乐谱熏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 员猿 渊孕圆远冤遥 叶水浒传曳的接受链条上
出现金圣叹的评点以后袁当读者阅读金氏评点本尧弹奏这一野乐谱冶时袁金圣叹因其对叶水浒传曳突破性的
阐释而在此过程中充当指挥的角色袁他的理解和控制已成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袁读者所演绎的不再
是摆在面前的乐谱袁而是指挥者重写了的文本遥 金圣叹评点产生的是一个具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尧更高
的审美品格的第三文本遥 之所以具有这样的价值袁取决于金圣叹的个性化审美阅读对文本意义的建构遥
接受美学理论认为院野作品的意义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产生冶袁野文本只是表现了一种潜在性袁 而它在
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得到现实化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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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读者在阅读作品前袁头脑里并非完全空白袁而是有一系列自觉
或不自觉的准备遥 作品经过读者经验的过滤改造袁还会染上读者的主观心理色彩袁不仅在整体上发生不
同程度尧不同方式的变形袁而且某些性质会成为本质成分突现出来袁而另一些性质则全部或部分地被忽
略掉遥 当金圣叹以一种个性化的审美眼光来读叶水浒传曳时袁他心头眼里的叶水浒传曳肯定与那些抱着社
会功利的尧史鉴的观念的人看到的叶水浒传曳不同遥 他的着眼点是从作品的审美构素中获得美感袁他对书
中人物的认同与赞赏融入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审美品味袁 他建构的是一个契合自身的个性气质尧人
格追求尧社会道德观念和审美理想的精神世界遥 金氏评点本与容本尧袁无涯刻本渊以下简称叶袁本曳冤的根
本差别袁不在于后两者批评文字的随意松散袁而在于评点者审美趣味和鉴赏能力的差别而对小说文本
的价值构成产生不同的影响遥 容本强调作品的野趣冶袁说野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冶袁但是这个野趣冶的美学

内涵仅仅是野有趣冶尧野热闹冶尧野可喜冶尧野可笑冶袁他的评点使小说文本表现出真尧直尧浅尧粗的通俗品格袁 员缘
渊孕远园原远猿冤
这与金圣叹追求新尧深尧曲尧雅的文人化审美趣味大异其趣曰袁本对小说文法有所关注袁但他从道德
教化的角度评价人物袁而且其道德观念有很大的保守性袁还附带天命观的色彩遥 他一味赞许宋江的野忠
义冶袁既没有容本抨击宋江野假道学冶习气的新鲜感袁更没有抓住如动作描写尧细节描写和野反讽冶手法等
塑造人物的方法来达到对人物复杂性格的审美理解遥 金圣叹吸收了前两个评点本有价值的成分袁以一
种包含历史理性和社会责任感的文人的审美视野袁对叶水浒传曳进行富有个性的文化阐释袁使小说文本
焕发出新的文学价值袁进一步文人化尧高雅化遥

员苑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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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与读者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袁读者选择作品袁作品也在选择读者袁它为自己划定了一个主要的接
受群体遥 金氏评点本是一个文人化尧高雅化的作品袁它呼唤着那些具有相应理解能力和审美品味的读者
用一种审美的方式来阅读它袁它不是一个大众读物袁金圣叹就明确声明院野旧时叶水浒传曳袁贩夫皂隶都
看曰此本虽不曾增减一字袁却是与小人没分之书袁必要真正有锦绣心肠者袁方解说道好遥 冶事实上当时绝
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也不是通过阅读来认识叶水浒传曳等文人小说的袁而是通过说书尧看戏得知其中的情

节尧人物 员远 渊孕员员愿原员猿园冤遥 野读者的接受水平如何袁作品就如何存在冶渊萨特语冤袁读者的层次影响了作品在文学史
上的地位和生命力遥 金圣叹无意于教会野贩夫隶皂冶读书袁他努力发掘和提升这部小说的品位袁是要使它
得到文化精英阶层的接受尧认同和赞赏袁还叶水浒传曳以应有的地位袁而令其不至随时间流逝而湮灭遥

野文学作品的价值与历史地位取决于创作意识与接受意识的合作遥 冶 员苑 渊孕圆愿员冤综合上文的论述袁金圣叹
的评点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小说叶水浒传曳的价值和历史地位院一是他自己的审美阅读对叶水浒传曳的艺术
再创造袁增加了小说文本的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曰另一方面袁影响了其他读者的阅读方式袁强化他们阅
读过程中的审美意识袁通过影响其他读者对叶水浒传曳的接受间接影响小说的文学价值及地位遥 金圣叹
的叶水浒传曳评点使作品价值的实现在明清之际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袁影响作品在后代的接受情况袁成为
叶水浒传曳接受链条上有重要意义的一环遥 叶小说丛话曳里有一段话准确地评价了他在叶水浒传曳接受史上
的重要地位院野自圣叹批叶水浒曳尧叶西厢曳后袁人遂奉叶水浒曳尧叶西厢曳为冠袁以一概抹煞其他之稗官传奇袁谓
舍此更无及得叶水浒曳尧叶西厢曳者袁此亦非也遥 彼不知天下原不乏叶水浒曳尧叶西厢曳等书袁顾安得如圣叹其

人袁取而一一读之袁一一批之遥 冶 员愿 渊孕猿远远冤
金圣叹的叶水浒传曳评点也有许多牵强附会之处遥 而且他为了追求一个野起承转合冶的结构野腰斩水
浒冶袁让故事在高潮部分戛然而止袁舍弃了描写水浒事业衰落和英雄悲惨结局的部分袁而野惊恶梦冶的尾
巴从份量上根本称不上是一个结局袁只是一个预示袁极大地削弱了小说的悲剧性袁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
度遥 这是金圣叹美学观念的局限袁对结构美感的要求过于僵化袁而对悲剧性在长篇叙事作品中的意义和
价值认识不足遥 但瑕不掩瑜袁金圣叹的叶水浒传曳评点对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产生的积极影响还是主要的
方面袁甚至其不合理的评改也产生了某些积极效应袁引起文人学者更加关注叶水浒传曳袁在不断的争议和
交流中使作品的意义得到进一步的发掘遥
淤陈曦钟尧侯忠义尧鲁玉川援水浒传会评本咱酝暂援北京院北京大学出版社袁员怨愿苑 年 怨 月渊文中未加注之引文皆出自此书冤遥
于金元浦援论文学阅读的三级视野咱允暂援文艺研究熏员怨怨远 年熏园缘 期遥
盂赵勇援介入偏离与阅读倾斜咱允暂援当代文坛熏圆园园园 年熏园员 期遥

榆高小康援市民尧士人与故事院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中的叙事咱酝暂援北京院人民出版社熏圆园园员 年 圆 月遥

虞曹方人尧周锡山援金圣叹全集渊三冤 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等十种咱酝暂援南京院江苏古籍出版社熏员怨愿缘 年 怨 月遥
愚朱一玄援金瓶梅资料汇编咱悦暂援天津院南开大学出版社熏员怨愿缘 年 员园 月遥

舆张世君援明清小说评点的空间连叙概念院一线穿咱允暂援广州大学学报渊社科版冤熏圆园园圆 年袁园员 期遥
余周书文援明清小说评点的现代征兆咱允暂援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渊社科版冤熏员怨怨源 年袁园猿 期遥

俞咱清暂谭献援复堂词录序袁转引自周振甫尧冀勤援钱钟书叶谈艺录曳读本咱酝暂援上海院上海教育出版社熏员怨怨圆 年 愿 月遥
逾欧阳健尧萧相恺援水浒新议咱酝暂援重庆院重庆出版社熏员怨愿猿 年 员 月遥
员员 罗兰窑巴尔特援符号学原理

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咱悦暂援北京院生活窑读书窑新知三联书店熏员怨愿愿 年 员员 月遥

员圆 郝丹立援论明清小说的开放性文化视野咱允暂援四川教育学院学报熏圆园园园

年 怨 月号遥

员猿 姚斯尧霍拉勃援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咱酝暂援周宁尧金元浦译援沈阳院辽宁人民文学出版社袁员怨愿苑
员源 伊瑟尔援文本的召唤结构援转引自龚璇援解读接受美学的野二个文本冶咱允暂援福州大学学报

员缘 张小芳援叶昼评点掖水浒传业的通俗品格咱允暂援南通师范学院学报渊哲学社科版冤袁圆园园员

员远 潘建国援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咱允暂援复旦学报渊社科版冤袁圆园园员
员苑 张首映援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咱酝暂援北京院北京大学出版社熏员怨怨怨

年遥

渊哲学社科版冤熏圆园园圆 年袁园员 期遥

年 怨 月遥

年袁园员 期遥

年 员员 月遥

员愿 浴血生援小说丛话援转引自朱一玄尧刘毓忱援水浒传资料汇编咱悦暂援天津院南开大学出版社熏圆园园圆

年 员园 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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