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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s the most outstanding masterpiece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Chinese, and
it is also a combination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various literary genres of the master. “Lotus Lake”,
a classic work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Sun Li short
stories. I think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relationship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m. Sun Li was familiar with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s a teacher taught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n Yanan Lu Xun College of art, and has repeatedly expressed in the article that it should
lear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other classical literatures’ creative experience,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possibility for the “Lotus Lak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Serious studying Sun Li’s “Lotus Lake” and other works, in the depiction of the characters, the language use to shape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the pursuit of literature values of
truth, kindness and beauty, we can see the great influence by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other
classical literary works. It fully embodi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Lotus Lake” to the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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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压卷之作，也是综合了古典文学诸种文学体裁的集大成之作。《荷花淀》
是现当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也是孙犁短篇小说的代表作。笔者以为，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传承和发展
关系。孙犁从小熟悉《红楼梦》，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作教员时讲授《红楼梦》，并在文章中多次表
示应该学习《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的创作经验，这为《荷花淀》传承、发展《红楼梦》提供了理论
上的可能性。认真考察孙犁的《荷花淀》等作品，能够发现其在刻画、塑造人物形象，运用语言塑造意
境以及真、善、美的文学价值追求上，从中看到《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的重大影响，这充分体现了
《荷花淀》对《红楼梦》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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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孙犁是现当代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也是延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 1944 年曾奔赴延安，在鲁
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和工作了一年多时间。1945 年 5 月，孙犁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
《荷花淀》，并得到了重庆《新华日报》以及各解放区报纸的转载，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仔细考察孙犁生平经历以及《荷花淀》文本，从中能够清晰地看到《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重
大影响。由此可知，延安文艺在受到西方文艺思潮影响的同时，也能充分借鉴中华民族传统文学的优秀
基因，展现了其包容性与丰富性。

2. 孙犁的《红楼梦》情缘
(一) 孙犁从小就熟悉《红楼梦》，成年后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孙犁出生于 1913 年，虽然此时
满清已经覆亡，中华民国也宣告成立，但是孙犁从小接受的教育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小学时代的孙犁，
虽然学校使用的是新式课本，但“校内功课以习字和作文为主，练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初的基本功。”
([1], p. 4)孙犁 10 岁左右就开始阅读《红楼梦》([1], p. 6)，听人讲说《红楼梦》([1], p. 14)，从此与《红楼
梦》结下了深厚的情缘。他说：“我第一次读《红楼梦》，是 10 岁左右还在村里上小学的时候。”([2],
p. 25)“在村中上初小，我读了《封神演义》和《红楼梦》。”([2], p. 324)青年时代，孙犁对《红楼梦》
中的诗词歌赋，抄录背诵，非常喜爱。他在《与友人论学习古文》中这样说自己：“接触到了一些诗词
歌赋。例如《红楼梦》里的葬花词、芙蓉诔，鲁智深唱的寄生草，以及什么祖师的偈语之类。青年时不
知为什么对这种文字，这样倾倒，以为是人间天上，再好没有了，背诵抄录，爱不释手。”([3], p. 595)
1944 年，孙犁到达延安；1945 年 5 月，孙犁“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
成这篇小说(笔者注：这篇小说指《荷花淀》)。”([2], p. 127)然后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引起了很大
的反响。与此同时，孙犁作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教员，为学员讲授《红楼梦》等课程。孙犁这样自叙他
的这段经历：“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当研究员时，发表《荷花淀》、《芦花荡》等小说，为西北高原刮来
一阵带有荷花香味的风。后提升教员，讲授《红楼梦》专题，与舒群等各执一辞。”([2], p. 122)“讲课
时，与系代主任舒群同志争论。我说《红楼梦》表现的是贾宝玉的人生观。他说是批判贾宝玉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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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书中《西江月》为证。”([2], p. 125)而孙犁则在 1945 年 8 月就离开了延安，由此可知，孙犁在延安创
作《荷花淀》与讲授《红楼梦》几乎是同时，《红楼梦》对孙犁创作《荷花淀》可能存在着重大影响。
总之，孙犁具备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对《红楼梦》尤为熟悉。1983 年，孙犁曾写了一篇《我和古
书》的文章，提到小时候由于没有系统学习“四书五经”，“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是一个缺陷。中学时，
我想自学补课。”([2], p. 329)于是陆陆续续买了很多古书，经、史、子、集的都有，仅他保存的“《红
楼梦》、《水浒》，版本种类也有数种，包括有正本，贯华堂本。”([2], p. 330)能够在鲁迅艺术文学院
讲授《红楼梦》，可见孙犁对《红楼梦》应该不仅非常熟悉，而且还有一定程度的研究。这一方面得益
于他早年阅读《红楼梦》，青年时代背诵《红楼梦》诗词，熟悉其故事情节，了解其人物形象。另一方
面，孙犁对《红楼梦》还有理论总结，并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应该学习继承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包括《红
楼梦》等在内的优秀遗产。孙犁直接关于《红楼梦》的理论文章，主要有两篇，一篇是《<红楼梦>的现
实主义成就》(1954 年 11 月)，一篇是《<红楼梦>杂说》(1979 年 2 月)，而在他论创作的文章中，随手引
用或者推崇《红楼梦》的言论更是俯拾皆是。由此可见，孙犁对《红楼梦》不是一般熟悉。
(二) 孙犁多次主张学习、发扬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优秀古典文学传统。在创作《荷花淀》之前，
1941 年 2 月，孙犁就在《接受遗产问题(提要)》一文中说：“接受中国遗产，要接受代表中国历史发展
的，战斗的，充分表现当时大众生活和愿望的文学，那就是诗经，就是唐人的好诗，就是宋人的好词，
就是元人的好戏曲，就是明清的好小说，就是‘五四’以后的好的新文艺(鲁迅、茅盾的等等)；不是末流、
乔装打扮的东西。”([3], p. 162)这里虽没有明确点出接受《红楼梦》，但依旧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古典文
学的重视。接着，孙犁就在该文明确表示，应该学习《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了：“越是近代的则被
接受的可能越多，对那些作品更应当注意。如中国的《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
如外国的绥拉菲莫维支、巴比塞、肖洛霍夫。因为他们更接近中国现代人的生活要求。”([3], p. 163)当
然，学习发扬不能生搬硬套、直接接受，应该有所选择。孙犁说：“接受，不是化装，不是披外套(最糟
糕的是笨拙的模仿)，因为我们是从生活走向表现生活的文学形式。因此，学习施耐庵、曹雪芹，一定要
在工作过程中去学习，学习他们小说中特别能感动中国群众的‘秘诀’(那从生活上了解其所以然的原因)。”
([3], p. 164)
在创作《荷花淀》之后的 1949 年，孙犁在《怎样阅读小说》一文中也提到应该学习《红楼梦》：“对
中外的古典文学遗产是否需要读呢？这还是需要的。对中外古典作品一概抹杀的态度是不对的，我们应
该批判地去阅读。象中国的《红楼梦》，在刻划人物上，在运用语言上；象《儒林外史》，在讽刺与揭
露上；象《水浒传》，在人物传记上；象《西游记》，在民间风趣上，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3],
p. 221)孙犁 1954 年的《<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成就》一文，认为《红楼梦》“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细
微地表现人物，这是现实主义的一种手法，也是中国文艺创作积累起来的经验。”([3], pp. 554-555)孙犁
认为，学习古文，写作古文，不能算作复古，对于写作白话文也很有帮助。他在《与友人论学习古文》
中说：“学习古文，除去读，还要作，作可以帮助读。遇有机会可作些文言小文，这也算不得复古，也
算不得遗老遗少所为，对写白话文，也是有好处的。”([3], p. 599)
综上所述，由孙犁生平以及对《红楼梦》的熟悉程度，尤其是其多次主张要学习、发扬以《红楼梦》
为主的优秀古典文学传统可以看出，至少在理论上，《红楼梦》对《荷花淀》的创作会有巨大的影响。

3. 《荷花淀》等作品对《红楼梦》的传承和发展
上文结合孙犁生平及其文艺主张，分析了至少在理论上，《红楼梦》会对《荷花淀》创作产生重大
影响；而事实上，我们也能从《荷花淀》文本解读中，找出《荷花淀》对《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的
传承和发展的确凿痕迹。前文曾提及，孙犁《怎样阅读小说》一文认为，《红楼梦》“在刻划人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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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用语言上”都有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这给了我们重要的提示，笔者首先就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展开
分析。下面详细阐述之。
(一) 首先，在刻画、塑造人物形象上，从《荷花淀》等作品中能够明显看到《红楼梦》的潜在影响。
在以《荷花淀》为代表的孙犁的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往往最是生动鲜明，个性突出，能给读者留下深
刻的印象。正如樊星先生指出的那样：“孙犁在小说中刻划得最为成功的，是年轻的女孩子形象。正是
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为他的小说增色不少。”([4], p. 29)的确，孙犁对人物形象的选择与塑造的重心，多
放在美丽善良且充满温情的女性身上。以《荷花淀》为例，水生等游击队员的形象远不如水生嫂等年轻
女性的形象更为鲜明生动，尤其是水生嫂，堪称《荷花淀》中最突出的人物。她既有传统中国妇女的美
德，如勤劳、善良、温柔、体贴等，也有根据地妇女思想进步的特点，如深明大义、要求进步、乐观豁
达、勇敢无畏等。总之，在水生嫂身上，寄托了作者孙犁更多的人生理想。而且，孙犁也从不讳言自己
对于女性的偏爱。他在《孙犁文集·自序》中说：“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
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5], p. 4)阅读孙犁其他的小
说如《芦苇荡》、《铁木前传》、《风云初记》等，也能清楚地看到作者对女性的偏爱，女性人物也都
是小说中最感人的艺术形象。
樊星先生这样分析其形成的原因：“作家善于描绘女性形象，当然与作家的经历和气质有关, 也与
作家受到《红楼梦》的影响很有关系。”([4], p. 29)可谓一语中的！翻阅《红楼梦》，满眼都是年轻女孩
子的形象；在《红楼梦》中，女性形象无疑是最被看重的。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文学中，不论是诗词歌赋，
还是戏剧小说，都曾塑造过不少个性鲜明、生动可爱的女性形象；而在这其中，《红楼梦》堪称是最为
杰出的描写女性人物形象的代表作。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认为，“《红楼梦》是古典小说中关于女性
问题写得最重最深刻的一部书。”([6], p. 14)并对林黛玉以及其他女性形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红楼
梦》里的薛宝钗、王熙凤、史湘云、探春、迎春、惜春、妙玉、香菱、尤三姐、尤二姐、袭人、平儿、
鸳鸯、晴雯以及贾母、王夫人、刘姥姥等，无一不是令人难忘的独一无二的典型。”([6], pp. 34-35)严明
《<红楼梦>与清代女性文化》一书也认为：“在《红楼梦》里，作者倾尽心力，塑造了一大批有个性的
女子。有雍容华贵的薛宝钗，可爱动人的史湘云，楚楚可怜的香菱等等。她们性格各异，为大观园增添
了美丽的风景。”([7], p. 21)
笔者认为，《红楼梦》第二回贾宝玉的一段话，恰好可以作为孙犁《自序》中“崇拜”女性言论的
来源。贾宝玉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
浊臭逼人。”([8], p. 59)《红楼梦》中的男主人公贾宝玉的“水泥骨肉论”，正是其“女尊男卑”思想的
集中体现。总之，崇拜女性，以女性人物作为小说作品描写的中心，这是《红楼梦》与孙犁小说的共同
倾向。孙犁曾明确表白自己受到曹雪芹的影响：“二十多年里，我确实相信曹雪芹的话：女孩子们的心
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9], p. 322)而以孙犁对《红楼梦》的熟悉程度，以及多次表示要学习、
发扬《红楼梦》的优秀传统，因而判定《荷花淀》在女性人物形象塑造上，明显传承和发展了《红楼梦》，
受到了《红楼梦》的重大影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二) 其次，在运用语言塑造意境上，以《荷花淀》为代表的孙犁小说，也能清楚地看到《红楼梦》
的影子。在现当代尤其是延安时期的众多文学作家中，孙犁是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一位。1945 年《荷花淀》
在《解放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阅读之后，曾在报纸边上写道：“这是一个有风格的作家。”这是对
孙犁的高度肯定，也是对《荷花淀》的高度肯定。对于孙犁小说语言风格的概括虽然人言人殊，但大体
不外乎语言优美清新、富有诗意、意境明朗、“诗化小说”等。如叶凡《中国现代文学》一书所说：“语
言清新优美富有诗意。孙犁的小说素有‘诗体小说’之誉。他无论是写和平的劳作，还是写激烈的战斗，
或是写细腻的夫妻对话；无论是叙述人的语言，还是作品中的人物语言，无不是散文诗般的清新、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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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浓郁的抒情，做到了朴素而不呆板，明媚而不浮艳，精炼而不单调，饱和着诗情画意，给人以声已
尽而意未止的美感。”([10], p. 343)或者如钱理群先生《文学本体与本性的召唤：<诗化小说研究书系>总
序》一文，把《荷花淀》放在现代诗化小说发展史上展开分析：“从鲁迅的《故乡》、《社戏》、《在
酒楼上》、《伤逝》，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到沈从文的《边城》，废名的《桥》，
以至 20 世纪 40 年代的萧红的《呼兰河传》，冯至的《伍子胥》，孙犁的《荷花淀》，等等，显然构成
了一个‘现代抒情小说’(或称‘诗化小说’)的谱系，并且达到了现代小说的最高水平。”([11], p. 3)既
高度评价了诗化小说在我国现代文小说史上的崇高地位，也对《荷花淀》语言优美、富有诗意的特点给
予了充分地肯定。
以“诗化小说”评价孙犁作品，早已成为学界共识。关于具体论述孙犁诗化小说特征的论著已有很
多，笔者无需重复前人话语。但就我国诗化小说发展演变史而论，仅仅追溯到鲁迅先生，恐怕远远不够。
在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中，从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到唐代传奇，就已颇富诗意。发展到明清长篇小说，
在充分吸收传统诗词意境的基础上，诗化因素以及抒情性进一步加强，其中以《红楼梦》最为典型。笔
者曾写了一篇文章《论<红楼梦>的诗化》，专门探讨这个问题。笔者以为，“我国是诗的国度……诗歌
传统非常发达。受此影响，我国古代其他的文学体裁，也都多多少少具有诗化倾向，《红楼梦》更是其
中的典型代表。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压卷之作的《红楼梦》，其文体虽被界定为小说，但却充盈着浓郁的
诗情画意，有着鲜明的诗化倾向，堪称诗的《红楼梦》。”([12], p. 51)并从两个方面予以展开分析。其
一，从形式内容看，《红楼梦》一书中有大量的诗词曲赋(经笔者考证，《红楼梦》共有诗词曲赋 256 首)，
且这些诗词曲赋是全书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二，《红楼梦》借鉴了传统诗词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及意
境塑造，使作品在叙述中增加了浓厚的抒情意味，语言优美、高雅、空灵，颇具诗情画意。故此，《红
楼梦》堪称我国古代“诗化小说”的集大成者，也是现当代“诗化小说”的宗祖。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首先需要把《荷花淀》放在中国整个“诗化小说”发展史的脉络之中，才能准
确把握和定位其地位与贡献。其次，由于作者孙犁非常熟悉《红楼梦》，深受《红楼梦》影响，故可以
说《荷花淀》那清新、秀美且富有诗情画意的语言风格，是对《红楼梦》学习与发展的结果。《红楼梦》
以其具有穿透性的艺术魅力和高超的语言艺术，跨越了近 200 年时间，与中国革命时期的文艺——延安
文艺产生了共鸣。
(三) 在文学创作的价值追求上，孙犁的《荷花淀》等作品也颇受《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
影响。孙犁在文学艺术的价值追求中，倡导、宣扬真、善、美，摒弃假、恶、丑。真、善、美是文学艺
术的极致境界，具体表现为语言形式优美，思想内容真善，寓真于美，寓善于美。以《荷花淀》为代表
的孙犁作品，常常以清新优美的语言表现真、善、美的事物，而对丑恶的东西避而远之。孙犁在《文学
和生活的路》中说：“看到真美善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
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3], p. 393)虽
然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着假、恶、丑的现象，但是孙犁却不愿意在作品中正面描写它们；而是努
力描绘真、善、美的事物，让读者从中感到温暖，看到希望。如《荷花淀》描写战争：“由于作者有意
的非战争化把握和处理，整个战斗场面，也就是作为中心事件或通常被必然作为高潮出现的战斗场景却
在小说中又只是寥寥几笔，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完全回避了通常那种硝烟弥漫、枪林弹雨、血肉横飞
等惨烈景象，甚至把敌对双方的激战和对抗过程也全然省略，三言两语之间如同神话一般便结束了战斗，
夺取了胜利。”([13], p. 81)读了《荷花淀》，“在正常的接受者头脑中所留下的最深刻的美感印象大多
不过是那一片充满生机、充满活力、象征着人的美好追求、美好愿望的荷花荷叶组成的美丽坦荡的荷花
淀。这是一幅纯美的画面，荷花荷叶是画面的主体，人物只是融入画面并融入荷花荷叶的精魂，这正是
《荷花淀》的真正艺术魅力所在。”([13], p. 80)总之，《荷花淀》是“一篇纯美小说，它的艺术重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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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创造一种独特的美的意味。同样的，其理性意义也是深深隐蔽在美的画面之背后的。”([13], p. 80)。
孙犁的其它作品也均是运用优美流畅的语言铺陈描写真、善、美的事物，坚决杜绝假、丑、恶的意象。
如果不得不写丑恶的事物，也常常是三言两语笼统地概括过去，从不会像某些作家那样津津乐道，并形
容刻画得淋漓尽致，还美之名曰“审丑”。
孙犁执着追求真、善、美的文学艺术，努力描写温暖、光明的事物，充满了“正能量”。他的这种
价值追求，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倾向是一致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已经经历了众多读者的筛选，悠
久历史的考验，流传下来的都是不同程度表现或诠释了真、善、美的作品。诚如于民所说：“古人对作
品流传原因的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基本上不外善则传、文则传、真则传或真善美一定的结合而传
等几种墓本类型。其中，在真善美关系上阐述得深刻的尤值得重视。这种认识常常是在克服不同的片面
性中总结出来的。文艺流传的实践证明，在真的基础上，形式表现得十分美，而主题思想的含义又十分
大的作品，不论其篇幅大小，都为人们所十分喜爱而得以持久而广泛的流传。”([14], p. 80)中国古典文
学发展史，历史悠久，名家辈出，名作林立，从其发展的源头——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以及
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开始，到唐诗、宋词，再到元明清的戏剧、小说，无不不同程度地体现着真、善、
美的某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故此，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堪称兼具真、善、美结晶的典范。作为中国古典文
学发展史中的巅峰之作，《红楼梦》是真、善、美水乳交融的精品。《红楼梦》语言优美流畅，耐人寻
味；结构严密，意蕴丰富，这是美的体现。《红楼梦》既真实地描写出来封建社会衰败的过程，也写出
了青年男女纯真的感情生活，这是真的反映。《红楼梦》之善表现在具有鲜明的倾向性，悲天悯人，批
判邪恶，歌颂美好善良。总之，《红楼梦》“本身体现了高度统一的真善美。小说以聪明、美丽、纯真
的姑娘为导线来阐述真善美的概念，深刻反映出黑暗的封建社会对真善美的摧毁，让人们在怜惜那些少
女的同时对封建社会制度产生痛恨之情。”([15], p. 214)
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一文曾说：“中国古代好多学者，他们的坚毅的精神，求实的精神，对人
民、对时代、对后代负责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3], p. 390)孙犁倡导向古人学习，在实践中也是
这样做的，从他的《荷花淀》等作品的再次解读中，我们能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总之，孙犁“是在创
作上深受《红楼梦》浸染的小说家，不仅少年时代就熟读《红楼梦》，在延安鲁艺课堂上还讲解过它，
晚年仍多次以《红楼梦》为例谈到他的创作，可以说没有《红楼梦》也就没有 1945 年让他成名的《荷花
淀》。”([16], p. 17)通过前文的探讨，笔者以为“没有《红楼梦》也就没有 1945 年让他成名的《荷花淀》”
的断言，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很有道理的。综上可知，延安文艺不仅受到了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也能
向中华民族传统文学学习，充分借鉴传统文学的优秀基因，展现了其包容性与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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