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新文化资源的林纾与严复
———读陆建德《海潮大声起木铎》

■狄霞晨

“以君妙笔为写生，海潮大声

起木铎” 本是康有为赠予友人之

诗， 希望其小说能够像观世音说

法一般，唤醒公众，震动世界。陆建

德借此来形容林纾在晚清文学界

的木铎之声，衍伸至严复亦如此。

中国文学评论向来注重 “知

人论世”，若是一个人在道德品行

上存在污点，或是逆潮流而行，往

往会成为文学史书写中沉重的负

面标签。 然而，非黑即白、非新即

旧的评判若用于衡量过渡时期的

历史人物， 则会遮蔽太多复杂的

面向。 林纾、严复自非白璧无瑕，

然而简单地将他们视作新文化的

对立面，则难免令人心生疑惑：不

是说“译才并世数严林”吗，为何

晚清最先接触西方、 影响力最大

的两位翻译家却会错认中国文化

未来的走向？

林 、严翻译的跨
文化价值

林纾、 严复在近代思想文化

界的地位为何无人能够取代？ 在

曾负笈剑桥求学问道， 于中西文

学领域深耕多年的陆建德看来，

林、 严翻译的本身也许是可以指

摘的，但他们的跨文化价值，尤其

是在文化传承与现代化转型中的

意义却更值得我们去思考。

书中的阐释颇能说明问题 ：

清人邱炜萲评价 《巴黎茶花女遗

事》“以华文之典料， 写欧人之性

情”。 换言之，林纾的译笔让中国

读者觉得中西文化之间并无本质

上的隔阂； 茶花女与亚猛的爱情

悲剧也动摇了婚姻必须取决于门

第、财产等因素的中国固有观念，

同样具有“开民智”的作用。 林纾

向以真性情闻名于世， 其笔下的

茶花女令人动容，时人称“可怜一

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纾、 严复的翻译不仅在于

让更多人了解西方， 而且具有救

时的意义。 陆建德注意到林纾翻

译狄更斯名著 《大卫·科波菲尔》

及《雾都孤儿》，强调百年前的英

国与中国大有相似之处， 意在介

绍英国和平演进的改良主义经

验； 他从哈葛德的小说中看到墨

西哥人在外患前忙于内战以至于

亡国， 从而提醒中国人勿因内乱

使得外人渔翁得利；其《黑奴吁天

录》（《汤姆叔叔的小屋》）意在“警

醒国人民族独立之魂”。他还翻译

了大量的侦探小说和历史小说。

侦探小说的翻译有助于司法公平

理念的确立， 历史题材的小说也

可以帮助中国读者熟悉西欧历史

进程。 鲁迅当年读了林译小说也

相当佩服，尤其看重《撒克逊劫后

英雄略》，因小说中“说撒克逊遗民

和诺曼人对抗的情形， 那时看了

含有暗示的意味”，无疑有救时的

警醒作用。林纾在《京华碧血录》中

谴责义和团为了泄一己私愤而陷

国家于水火之中， 周作人也深以

为然：“愚蠢与凶残之一时的横行

乃是最酷烈的果报， 其贻害于后

世者比敌国的任何种惩创尤为重

大。 ” 严复亦如此，他看到西方物

质文明的过度发展导致毁灭性的

战争， 从而希望在东方的精神文

明之中寻找出路。 其实，这种救时

之忧思在林、严的笔下并不少见，

换言之，林、严其实都是勇于反躬

反省之人。 他们的努力至今依然

值得后人深思： 中国是否可以有

一种温和渐进的革新之道？

作为 “新青年 ”

前导的林、严

陆建德注意到：周氏兄弟、郭

沫若和钱锺书等人都曾是严复、

林纾的忠实读者。甚至可以说，严、

林的翻译整整影响了一代人。

1881 年出生的鲁迅在青年

时代就注意严复的译书，“自 《天

演论》以至《法意》，都陆续购读”，

“搜集完全”。 《狂人日记》中便带

有强烈的进化论意味，一句“救救

孩子”更可谓点睛之笔。他称赞严

复“是一个 19 世纪末年中国感觉

锐敏的人”，深表敬佩。 周氏兄弟

早年翻译《域外小说集》，便曾受

到严、林的影响。周作人回忆：“我

所爱读的， 是严几道林琴南两位

先生的译书”，“我们几乎都因了

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 引起一

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周氏兄

弟一度热爱林译小说， 只要印出

一部， 便跑到东京神田的中国书

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

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

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 1912 年，

鲁迅还特意花重金求购林纾之

画 ，“付银四元四角 ， 约半月后

取”。林纾早年翻译《迦茵小传》全

本，不曾避讳其私通生子的情节，

鲁迅对此颇有好感。据周作人言，

《阿 Q 正传 》中的 “正传 ”二字便

是其衍用“小传”并略作修改而成

的。这些细节都折射出林、严二人

在周氏兄弟心中的地位。

比鲁迅小十岁的胡适对严 、

林也有着极高的评价：“严复是介

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林纾

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

他描述《天演论》“出版之后，真是

不翼而飞， 有许多人自己出钱刻

版送人”。他本人亦受“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观点的影响而改名为

“适”。 林译小说曾陪伴胡适度过

最容易受影响的青年时期。

即使是比胡适小 11 岁的沈

从文， 青年时期也与林译小说相

伴。他读过几十本林译小说，甚至

认为林纾对新文学具有推动力：

“林译小说的普遍流行，在读者印

象中更能接受那个新观念，即‘从

文学中取得人生教育’ ……新文

学是从这个观念加以修正， 并得

到语体文自由运用的便利， 方有

今日成就的。 ”

周作人曾动情地说：“林先生

不懂什么文学和主义，只是他这种

忠于他的工作的精神，终是我们的

师。 ”说林纾、严复曾经扮演过“新

青年”的精神导师，也并不为过。

“新青年 ”的先
爱后恨

曾几何时，林纾、严复从“我

们的师”变成了“封建文艺阵营里

的大王”。是严、林变了，“新青年”

变了，时代变了，抑或兼而有之？

“新青年”对林、严的厌恶，主

要是认定他们反对新文化。 通过

抽丝剥茧，融汇中西的解读，陆建

德澄清了许多以讹传讹的误会：

林纾并不反对白话文（其《闽中新

乐府》 是最早的白话组诗之一），

反对的是废除古文。 其实严复也

赞成拼音文字， 但意在为汉字增

添一种辅助工具， 并非要取代汉

字；林纾小说中的“荆生”是他想

象中美化了的自我， 并没有借武

力来镇压新文化运动的居心。 严

复的政治态度看似保守， 其实是

对直线式激烈的革命持怀疑态

度， 对改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作

有心理准备； 林纾的翻译的确收

入可观， 但他其实将大部分稿酬

都用于慈善， 以至于自己离京回

乡时连盘缠都凑不出，自叹“余居

京廿年，其贫不能归”。

新文化人对林纾、 严复的批

评背后也夹杂着更为复杂的因

素：1913 年，林纾被北大解聘，愤

懑难平。在他看来，章太炎对自己

的攻击是导致何燏时校长昏庸裁

断的关键因素———这并不属实 ，

诚如陈平原所言， 导致林纾等老

派人士去职的， 是整个大的政治

环境， 以及教育制度的变化。 不

过， 也应看到章太炎的确不满于

林纾、严复的文字。在给友人的信

件中， 章氏对二人的评价也是相

当刻薄：“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

纾之徒。 ”在他看来，严复之文有

八股气；林纾之文矫揉造作，不伦

不类。章氏因主张文章要“修辞立

诚”，因而尤其讨厌林纾的“小说

之文”， 认为 “小说多于事外刻

画”，与“修辞立诚”背道而驰，是

“文辞之坏”的罪魁祸首。 与此同

时，以刘师培、黄侃为代表的“选

学派”也对桐城文章的空疏之病、

对“义法”的拘泥等大为不满。

1908 年前后， 周氏兄弟、钱

玄同在东京就学于章太炎， 与刘

师培也颇有交往。这批未来的“新

青年”此时倾向于“复古”，多用古

奥难懂的字句， 以桐城派古文为

朽败。 后来， 章门弟子在批评严

复、林纾的时候，多少也带有此时

的痕迹。 鲁迅说严复的《天演论》

“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

留心，摇头晃脑地读起来，真是音

调铿锵， 使人不自觉其头晕”；周

作人反感林纾拥护礼教，倡导“文

以载道”；林纾在给姚永概的信中

讽刺章太炎和章门弟子为 “庸妄

巨子”和“庸妄之谬种”，钱玄同则

针锋相对地提出 “桐城谬种”，直

指林纾。 尽管章门弟子不喜所谓

的古文家“义法”，然而陆建德却

发现： 古文义法正是林纾理解域

外小说的叙述手段，他“屡屡发现

中西文心相近，不类而类”。

文无定法，两派之间的学术、

文学之争， 本无需上升到政治高

度； 然而在百年前的大势之下，

林、 严这两位晚清思想文化界的

执牛耳者， 其逆耳之言也在海潮

大声中湮没不闻了。百年之后，当

我们再度回首， 是否又能听到海

潮之外的木铎之声？

《海潮大声起木铎———

陆建德谈晚清人物》

陆建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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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眼看人间
■欧阳德彬

法国当代作家贝纳尔·韦尔贝的长篇

小说《猫语者》是一本趣味十足的书，猫眼

观世，呈现出别样的人文景观。 家养母猫

巴斯特， 受到邻居公猫毕达哥拉斯的启

蒙，成了一只能够独立思考的猫，并在现

实生活中灵魂得以步步提升。

以猫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 在笔者的

阅读视野之内， 最早的是日本作家夏目漱

石的《我是猫》。 《我是猫》的着力点是讽刺

人类的虚伪可笑，生活气息比较浓郁。 老舍

也曾写过一本《猫城记》，以科幻的笔法建

构猫国乌托邦， 影射中国战乱年代的社会

现实。 《猫语者》则直面人类社会面临的种

种危机，其中，人类（两足兽）的暴力和欲望

是危机的根源。 “猫奴”溺死了母猫巴斯特

生产的四只小猫， 将它们通过马桶冲进下

水道。 母猫第一次见证了人类的暴力和残

忍。 街道上，恐怖分子朝着学生们开枪，电

视里， 播放着各种违法犯罪。 在母猫的眼

里，人类是一种倾向于自我毁灭的物种。 旷

日持久的内斗削弱了人类， 导致他们无力

对抗一场铺天盖地的鼠疫，于是，人类失去

了城市，偏安于一座孤岛。

在孤岛上 ， 少许幸存的人类反思了

自己的错误，开始抛弃物种偏见，和包括

猫在内的一些灵魂觉醒的动物并肩战

斗，对抗声势浩大的老鼠大军。 除了严肃

的反思 ，《猫语者》还有风趣的一面 ，读起

来轻松畅快，时不时开怀一笑。 比如公猫

菲利克斯从医院回来的时候 ， 胯间绑着

绷带，广口瓶里漂着两颗米色的小球。 这

是一种举重若轻的暴力书写的手法 ，让

读者在轻松诙谐中感受到人类的暴力和

自大。 贝纳尔延续了百科全书式的写作

习惯， 给读者奉献出一顿多学科知识杂

糅的营养大餐。 作为叙述者的母猫，它的

灵魂步步提升， 最终与文艺复兴时期法

国作家拉伯雷的人道主义学说达成共

鸣， 认为没有良知的科学只是灵魂的废

墟，进而呼吁各物种应该互帮互助，而非

互争互斗排除异己。 在当下的人文语境

读到这些论调，真是振聋发聩。

采取动物的视角， 观照人类世界，是

一种源远流长的写法，学界也有“动物小

说”这一门类。 《聊斋志异》中就有不少鲜

活的例子，修行千年的狐狸，幻化成美女，

与书生上演一出才子佳人的好戏。 到了现

当代，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活脱脱

一幅人间暴力统治的造像。 英雄柏修斯借

助青铜盾牌的反光杀死了蛇妖麦杜莎，卡

尔维诺借此为例，说明小说是盾牌上的影

子，而非石化的现实，那么，以动物视角反

映人类社会，则颇具文学性。

在小说的结尾， 老鼠大军败退了，鼠

王冈比西斯扬言卷土重来。 虚妄自大的两

足兽，是否已经开始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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