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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                   

论格调
——劳马剧作刍议

陈众议

摘　要：格调既指风格，亦谓境界。法国作家布丰认为“风格即人”；同样，在黑格

尔看来，风格是艺术表现过程中呈现的“人格特点”。劳马是作家，但也是科班出生的哲

学家。他对艺术的理解并不停留在风格层面，他追求哲学高度，即精神升华，具体说来

是通而不俗。这是一种境界，甚至可以说是一对矛盾，在喜剧创作中很难兼容。用我国

艺文家刘勰的话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

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喜剧极易滑入庸浅、通俗，而劳马的作品不是。他的小

说堪称含泪的小品，而他的“喜剧”则让人笑并哭泣着。因此，他的“喜剧”是要加引号的，

它们消解了喜剧和悲剧的界限。

关键词：格调；“喜剧”；风格；境界

海涅第一次读《堂吉诃德》居然哭了，而

且是嚎啕大哭、彻夜未眠。他的哭声惊扰了花

园的月色和夜莺。①一百年后，纳博科夫在哈

佛的课堂上满腔愤怒地撕烂《堂吉诃德》。②

于是悖论出现了。首先，明明是一部喜

剧，却缘何令海涅痛哭？其次，明明是堂吉诃

德精神的拥泵，纳博科夫又何以痛恨《堂吉诃

德》？

用最简单的话说，海涅将自己等同于堂吉

诃德，因而对堂吉诃德的遭遇感同身受。这是

一般文学史家的看法。而纳博科夫之所以撕毁

①　海涅 ：《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第413-433页，

钱锺书译，《海涅文集 ·批评卷》，北京 ：人民文学

出版社，2002。

②　纳博科夫 ：《〈堂吉诃德〉讲稿》，第21-39、23-24

页，金绍禹译，上海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善，但却是对善的暗示和预感。这便是美的合

功利之处。用与康德“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相

仿的句式来说，美是“无功利的合功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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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并非因为他不喜欢这部作品，而

是出于对塞万提斯的愤懑。用他的话说，若非

后者残忍得可怕，就不至于把堂吉诃德描写成

令人捧腹的笑柄。由此可见，他同样怜惜愁容

骑士，却对塞万提斯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海涅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和歌德在叙事、戏

剧和诗歌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形成了

三头统治。①而纳博科夫则分明将塞万提斯当

成了斯大林。②

于是，喜剧的复杂性出现了。

劳马的作品同样复杂，同样充满了悖论。

一、题材

劳马的喜剧题材或对象是喜剧家，但他最

终使他们一个个成了悲剧人物。这一点毋庸置

疑。苏格拉底是哲学家，但也是行为喜剧家，

尽管同时也是雅典法庭的公民陪审员。他始终

徘徊于哲学和法律之间，即使到了最后被雅典

法庭以侮辱雅典神、蔑视法律和腐蚀雅典青年

思想等罪被判处死刑时，仍坚定地维护法律的

尊严、放弃了逃跑的机会。他关于哲学、法律、

文学以及爱与美的幽默与雄辩被许多人视为

西方诡辩术的根基。他死得很惨。

塞万提斯一腔抱负，但终生落魄、穷困潦

倒。从小跟着父亲（放血疗法的外科医生）颠

沛流离 ；弱冠之年追随红衣大主教出使意大

利，却未捞到任何好处 ；转而决定从军，结果

更惨 ：丢了一只胳膊，还被海盗虏至阿尔及尔

做了奴隶 ；好不易回到西班牙，一心想成为

诗人，结果被文坛泰斗奚落一番。又转而涉足

剧坛，遭遇同样凄惨，在这期间还因为莫名其

妙的罪过三次入狱。最后改写小说，殊不知小

说尚不登大雅 ；即或阴差阳错写出了《堂吉诃

德》，也只是“逗人一笑”。塞万提斯也因此成

了文坛笑柄，其命运与堂吉诃德十分相似。③

哈谢克的命运并不比他的前人好多少。

他生平最荣耀的一幕是当上苏维埃红军兵团

政委，但这毕竟只是极其短暂的两三个年头

而已。他的大部分生命在捷克度过。作为无政

府主义者，他是监狱的常客 ；作为犬儒主义

者，他只能与四处流浪的吉普赛人为伍。《好

兵帅克》和其他一些作品均未给他带来任何好

处。他几乎是在自嘲中完成人生之旅的，终年

四十岁。

马克 ·吐温和契诃夫算是最幸运的。虽人

生轨迹不同，但他们选择广义的喜剧却是出于

文学的自觉。他们的主人公大抵是事与愿违的

可怜虫。《哈克贝恩 ·费恩历险记》也称《顽童

历险记》，玩世不恭的嬉笑怒骂中流露出对现

实的不满与批判的锋芒。而《樱桃园》原是一

部喜剧，却终究被人当成了悲剧，尤其是在斯

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舞台上。

至于巴赫金，他显然是我们的同代人。他

的生命悲剧最终成就了他的狂欢理论。

劳马的喜剧在于将这些哲学的或文学的

（二者又有什么区别呢？！）前人、旧作演绎为

既喜且悲、彼在此在的行为艺术。换言之，在

他的笔下，对象被喜剧化，但同时又被悲剧化，

连同他们的作品、人物和读者（观众）。于是，

对象与作家劳马、对象及其作品、对象及其人

物、对象与作家劳马及其观众（读者）之间的

界限随之消失。同时消失的还有时间，只剩下

剧本（也许还有剧场）这个有限和无限的存在。

苏格拉底、塞万提斯、哈谢克、马克 ·吐温、契

诃夫、巴赫金和劳马浑然一体。

然而，劳马是幸运的。他的艺术是将前人

及其艺术行为化，反之亦然 ；尽管它们大都并

不十分适合舞台表演（而是用来阅读和讨论）。

由此，劳马开启了新的戏剧类型。这又牵涉到

劳马戏剧的风格和主题问题了。

二、主题

先说主题。一部剧作往往很难演绎多重主

题，而劳马的剧作又偏偏具有多重主题，或谓

多重主题下的自我表征、自我狂欢。同时，关

①　海涅 ：《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第413-414页，

钱锺书译，《海涅文集 ·批评卷》，北京 ：人民文学

出版社，2002。

②　纳博科夫 ：《〈堂吉诃德〉讲稿》，第23-24页，金绍

禹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7。

③　陈众议：《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第3-5页，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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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劳马剧作是否属于喜剧，也必须从主题入手

方能窥见一斑二斑。首先，劳马是哲学博士，

是科班出身，对西方哲学有精深的研究。他的

作品中充满了西方哲人的名言警句。譬如，他

会借人物之口说出西方哲学的千古命题 ：我

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苏格拉底》）

更会貌似不经意地插科打诨，流露出夫子自

道 ：“不听女人言，吃亏在眼前”；或者“珍惜

生命，远离哲学”（《苏格拉底》），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

这不能不使我联想起现代西方哲学家的

一种观点，即哲学之为哲学的三大要素 ：批判

一切，反思一切和不吝自嘲。然而，文学又何

尝不是如此？至少劳马的作品是这样的。

记得有日本学者曾经这样批评中国读者，

说我们总是把悲剧当作喜剧，其结果只能是水

中望月、雾里观花。①大意如此。此话大有一

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偏颇，不足为凭。但是，我

时常扪心自问，总觉得自己更像是斗鸡眼看西

瓜，影实不辨。好在古来“诗无达诂”。故此，

我说什么，劳马自然不会介意。

且说劳马作品的主题，恐怕不是三言两语

可以说清楚的 ；况且大家心知肚明，主题是个

老话题，在绝对的相对性取代相对的绝对性的

后现代或后现代之后，几乎已经不见有业内人

士提及这个老古董了，作家们也未必喜欢别人

将主题或者主义之类强加在自己头上。也许只

有阎连科是个例外。因为他发明的神实主义太

神了，就像光年和粒子一样，无论大小，都让

你摸不着边儿。但愿劳马哪天也发明一个主

义，免得我等挖空心思还犹恐吃力不讨好。

问题是我们在观赏一部剧作、阅读一部作

品时，总还会有意无意地追问它的旨趣、它的

要义，甚至它的企图。这就免不了与主题相勾

连。这是常情，也是常识。而且常识总是被认

为是最接近真理的，如果真理存在的话。我这

么一说，倒不由得想起了劳马在《愤怒的笑声》

的一段台词（当然是人物马克 ·吐温的台词）：

“事情太突然了，如果不是你们的提醒，我已

经忘了我一下子到七十岁了。因为我去年才

六十九，怎么突然就变成七十了呢？我的意思

是说七十和六十九看上去一个样！事情就是

这样，其实想一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你

并没有乘快车去旅行，而是跟在牛群的后面，

磨磨蹭蹭地走在人生路上，迈着缓慢的步子，

一个场景逐渐融入另一个场景，以至于你不能

注意到其中的变化——七十岁和六十九岁一

个样，六十九岁和六十八岁一个样，六十八岁

和六十七岁也一个样，以此类推，一直回到人

之初。”或者绕口令般的夫子自道 ：“不规律的

生活就是我的生活规律。只要不熬夜，我就上

床睡觉。至于何时起床，那要看什么时候能醒

过来。”

谨慎起见，我不妨采取“排除”法。当然这

个“排除”是相对的，是必须加引号的。

譬如死亡主题，乍一看它几乎贯穿了劳马

的所有剧作。《苏格拉底》中苏格拉底的死亡

和关于死亡的讨论且不说 ；在《契诃夫医生》

中，死亡似乎也是一个重要话题。后者围绕医

患和生死有不少对白，而第四幕则着重描写契

诃夫医生（作家）临终病重时的情景。此后还

刻意外加了一个有关契诃夫谢世时间和情状

的《尾声》。同样，《错乱的影子》涉及堂吉诃德

临终一幕，写到了他的幡然悔悟，和当下文艺

的“娱乐至死”问题。《好兵帅克》不断提到战

争与死亡。其中序幕和第八幕收尾相衔，昭示

了和平时期的另一种战争与死亡。《愤怒的笑

声》虽然没有直接描写人物死亡的场景，但最

后一幕却多少借人物之口，给出了一位老人的

死亡观。他说，“一想到死亡将至，我从内心涌

出一股幸福的暖流。我多么希望今天的生日聚

会，就是我的丧礼啊！到了这个年纪，一谈到

死，我总是兴致勃勃！天堂的房间我早就预订

了，随时准备动身！”《巴赫金的狂欢》可能是

劳马迄今为止惟一一出避免直接讨论死亡的

作品，但通篇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因此它也是

一部政治气氛最为浓烈的剧作之一。当巴赫金

在论文答辩会上说出“棺材与坟墓离我很近很

近。博士学位对我而言仅仅是一个葬礼上的花

圈，可有可无。说实话，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的

城市户口比学位证书更重要，至少它可以帮助

①　中岛长文 ：《〈围城〉论》，《钱锺书研究》第2辑，第

195-196页，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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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方便地去就医看病，能更多地享受一点儿

首都居民的副食供应”这样一席话，并且得到

答辩委员会授予他硕士而非博士学位时，观众

一定会觉得那就是死亡判决。事实上，生活中

的巴赫金不仅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仅获得过相

当于硕士的副博士学位，而且始终未能晋升教

授）。

又譬如政治主题，它似乎无处不在。《苏

格拉底》大段谈论政治，《契诃夫医生》通过警

官的言行影射政治，《愤怒的笑声》直接抨击

政治的丑恶、政客的异化，《好兵帅克》对官僚

体制的鞭笞也不能说没有政治，而《巴赫金的

狂欢》则几乎直指政治。惟有《错乱的影子》几

与政治无干。

再譬如爱情这个西方文学的最大主题，它

几乎若隐若现，更难说是劳马这些剧作的主

题。

暂且排除上述主题，还有什么可能是劳马

这些作品的最大主题呢？

也许是没有结论，仿佛苏格拉底谈哲学 ；

或者劳马谈戏剧，尤其他模糊喜剧与悲剧界限

的声东击西和古今融通、中西合璧，却又分明

不是后现代主义的那种故作高深的所谓元文

学、元戏剧的元之元。

说到这里，我不妨先拿《巴赫金的狂欢》

为例，因为前面说过，它通篇笼罩着死亡的阴

影。其中，该剧的第五幕是直接讨论喜剧问题

的。这其中自然有不少劳马对喜剧或广义喜剧

的真知灼见，譬如 ：

“嘲笑是愤怒的委婉表达！”

“嘲笑是对真理的温柔考验。你可以

嘲笑一切，但这并不能使宇宙变成一幅漫

画。”

“幽默是生活波涛中的救生圈。”

“幽默是藏身于笑话之后的严肃。”

“幽默和笑的真正来源不是喜悦而是

悲伤！”

当然还有巴赫金关于“世上一切都很可

笑”的论断。

其次是《错乱的影子》，因为错乱，堂吉诃

德和桑丘、陈老师和他的学生都处于错乱之

中。其中的崇高和滑稽、严肃和调笑完全剪不

断理还乱。

再次是《好兵帅克》，它和《错乱的影子》

一样，只须稍稍挪用一点、演绎一下对象的段

子，就是一个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景。

还有《愤怒的笑声》，那是劳马穷尽马克 ·

吐温所凝练的几幕关于政治、教育、媒体和死

亡等沉重话题的一串“笑话”。正因为话题沉

重，而且劳马夹带了大量“私货”，那“笑话”

大都是要加引号的。

至于《苏格拉底》和《契诃夫医生》，它们

的笑点主要集中在部分人物身上，譬如苏格拉

底遭遇其妻子或契诃夫医生（作家）遭遇文学

女青年丽季娅，以及那个变脸警官等等。

于是，劳马套用马克 ·吐温的话说，“幽默

只是一种香味，一种装饰，重要的是思想，它

一生一世都会在人的头脑中吹袭。我不仅仅是

个幽默家，我更是个思想家和布道者”。劳马

正是这样一位思想家和布道者。而这决定了他

的格调，他的高度。

三、格调

在进入下一个议题之前，我不妨就劳马剧

作的风格稍事逗留。从形式上看，他的剧作四

至八幕不等。作为对象的文学（或哲学）人物+

他们的作品或人物言行+中国读者（师生）自

然而然地融会贯通。彼作-彼作者-彼人物-

彼语言在劳马机智巧妙的演绎和编织下衔接。

这其中既有滑稽的碰撞，也有严峻的重叠，所

催生的当然不仅是喜剧，而是对传统喜剧，乃

至戏剧的颠覆性重构。这里确有元戏剧成分，

但它不是主要元素，而是信手拈来的戏仿式点

缀。重要的是劳马作为剧作家与作为对象的广

义戏剧家（包括其作品、人物）的对话与狂欢。

为此，劳马有意引入了中国读者（文学课师生

的讨论与调侃）。于是，巴赫金的对话与狂欢

理论被现代化、具象化、艺术化了。这不能不

说是一种奇谲的还原 ：既指向彼在，也面对此

在 ；既有对理论的演绎，也有对以往文学演绎

的再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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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作为风格要素的平移和穿越令人叹

为观止。平移法不用说，因为劳马的素材皆来

源于加引号的“喜剧”。而穿越法不仅有赖于

古今中外的融通，还在于某些网络词汇、当代

话语的镶嵌，譬如“真够雷人的”、“羡慕嫉妒

恨”等等，而且这种镶嵌是借对象作家及其人

物之口，譬如马克 ·吐温之类。

此外，关涉风格的还有劳马个性鲜明的

幽默，以及将悲剧转化为喜剧（反之亦然）的

高超技艺。就像他作品中时常出现的矛与盾 ：

《苏格拉底》中的智与法或道与器，《好兵帅克》

中的战争与和平或官僚与民生，还有《错乱的

影子》中的理想与现实、《愤怒的笑声》中的政

治与文学、《契诃夫医生》中的灵魂与肉体、《巴

赫金的狂欢》中的权力与自由，等等。这些矛

盾犹如劳马剧作喜剧和悲剧一样难分难解，奠

定了他基本的格调 ：戏谑滑稽的面与严肃崇

高的里。

说到这里，我们也就顺理成章地牵引出了

劳马的格调。

前面说过，格调者，一指风格，二指境界。

（明）文人王世贞说过，“才生思，思生调，调生

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

（《艺苑卮言》）①然而，境界有高低，好比日有

升沉，月有阴晴。那么劳马的格调如何呢？

首先，他的逗笑之法在于批判，也即佛家

所说的笑天下可笑之人之事。他在其极小说中

充满了这样的笑。他在其剧作中更是如此，而

且话题更为刺眼、鞭笞更为大胆。无论是《愤

怒的笑声》和《巴赫金的狂欢》，还是《好兵帅

克》，其批判锋芒皆灼灼生辉，令人目眩。

其次是反思，这里既有他作为作者对此在

的洞识，更有他作为读者对彼在的戏仿。这些

戏仿一方面揭示了作为对象的苏格拉底、塞万

提斯、马克 ·吐温或哈谢克、契诃夫、巴赫金及

①　王世贞 ：《艺苑卮言》，《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

料丛书》第1册，第526页，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13。

其人物的基本禀性，另一方面又为劳马的声东

击西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提供了无限契机。譬

如他拿堂吉诃德和桑丘指代当下校园的师生

人等，又譬如他借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的彼在和

此在颠覆喜剧与悲剧的界限。

再次是自嘲。前面说过，这是西方哲学的

要义之一，同时又何尝不是当代世界文学的重

要表征。且不说外国文学由劳马遴选的作家作

品为例，劳马的小说和戏剧也越来越充满自嘲

元素。尤其是他的剧作，无论那些老师和学生

姓甚名谁，最终都有劳马的影子 ：他的幽默和

自嘲。

而喜剧境界、品位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它

（们）是否能够自觉地跨越单纯的笑人而抵达

自嘲。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小品，之所以广遭

诟病，无非是因为它们矛头所向每每不是经济

欠发达地域，便是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然而，

当喜剧家一旦富有自嘲精神时，他的喜剧便

不再是单纯的喜剧，而是亦喜亦悲，或悲喜交

集 ；在劳马笔下，甚至还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

义、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后现

代之后的并存与交杂。这或许正是劳马遴选苏

格拉底、塞万提斯、马克 ·吐温或哈谢克、契诃

夫、巴赫金的主要原因。说穿了，他们及他们

的人物大抵令人笑并哭泣着，如果作为读者或

观众的我们只是一般二般的读者，因为我们终

究不是海涅或纳博科夫那样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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