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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模拟风气与《金瓶梅》撰写方法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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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金瓶梅》大量 引用外来材 料的撰写 法在数以百 计的中国 古代长篇小 说中, 仅此一见。 所以如

此, 是由于作者力倡拟 古, 首次将 当时文坛盛行的模 拟法运用到小说创 作中来, 且由 于作者对俗文学的 嗜好,
使其模拟 厌雅亲俗, 多 取之于记忆中的稗 史俗曲, 并 采用了记忆性移植 整合、
口述笔 录等独特操作法, 从而形
成了中国小说史上特有的《金瓶梅》
文本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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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也罢, 总之散文需要韵文这枝绿叶的陪衬。《金

本文所言撰写方法, 既不是指作家处理文学

瓶梅》之病在于太多太滥了, 于是便不完美, 便招
来种种非议。
其中下层艺人撰写说, 集体创作一人

与生活关系的创作方法, 诸如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定说, 正是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的。
然而一个

之类的东西; 也非假借法、
寄托法、
讽喻法、结构法

最明白不过的事实是《金瓶梅词话》
与累积型小说

等艺术表现手法, 而是指作家创作过程中的具体
操作方法, 即如何处理素材、
组织素材以及行之于

《
三国演义》、
《
水浒传》、
《
西游记》
的巨大差异靠这
种贬低作者的方法依然不能抹平。如果是一个文

文字的方式。譬如《
红楼梦》, 人们一般认为曹雪芹

人最终写定, 那么书中频繁借引、
文字错讹又将做

先插好故事架子, 然后再返回来写诗填词, 斟酌字

何种解释?如果假定为下层文人或艺人写作, 该小

句。王世贞写《金瓶梅》的方法很独特, 既不同于
《
红楼梦》
, 也不同于其他长篇小说, 故而很值得琢

说构思的完整, 叙事针线之细密, 人物形象的鲜活
传神, 百回文字浑然一体, 不失稗官之上乘, 又如

磨、
玩味。若不然, 极易生出种种困惑、
误解, 很难

何解释? 大才妙手与文字之粗糙总难统一起来。

真正读懂《
金瓶梅》
。
事实上, 读《
金瓶梅》
有许多困难。
一方面作者

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成为解读、
评价这一千古
奇书的关键。

的叙事才华不在施耐庵、
罗贯中之下, 人物语言的

愚以为, 《
金瓶梅》的撰写方法妙在一个“
借”

丰富、鲜活、动作化、
音乐美深得以长于记言著称

字, 懂得“
借”
的技巧, 具有善“借”
、
在“借”中化旧

的《
战国策》之神髓, 令稗史中许多鸿篇巨制相形
见绌。
而另一方面引用大量的戏曲、
小曲、
笑话、说

生新的再生智慧。这种在文学创作中大量借用他
人作品的做法, 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那个时代文

经等俗文学史料, 且往往邋邋遢遢, 就像一位漂亮

坛风气影响的结果。
中国文学史上, 创作借鉴前人

的美女穿了件臃肿的拖地长裙, 戴了满头的鲜花
首饰, 总使人喜爱又感到不大舒服。
美丽花朵是要

司空见惯, 特别是中唐以降, 学古复古之风代代盛
行。而自元代始, 学古复古日渐蜕化为拟形失神、

绿叶陪衬的, 散文中掺入些韵文, 自《穆天子传》以

句剽字窃的抄录、剽袭。更由于台阁体、
八股文对

来中国小说就有这一传统。不管是文人以此来显

文人眼界长期地遮蔽, 从而使得意在割除台阁体

示自己的“
诗才”
也好, 还是说书人伴以唱, 以防单

之弊的明代拟古之风来势之猛烈、
影响之深广, 为

〔收稿日期〕1999

08

12

〔作者简介〕许建平, 男, 1955 年生, 河北鹿泉市人, 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许建平

文坛模拟风气与《金瓶梅》
撰写方法 考察

前代所未见。只要翻一下明代中叶的诗集, 即可见
一斑。
这种创作风气的影响不只限于诗文, 小说戏
曲尤甚。
《
西厢记》《
牡丹亭》的爱情剧模式, 几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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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与口述笔录两法, 今分述如下。
二

元 明清三代; 《
三 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
、
《金瓶梅》
成为此后小说创作难以超越 的叙事磁

所谓记忆与化用, 指外来素材通过记忆而摄
入大脑, 又凭记忆中的信息整合生发出新的情节。

场; 一部好的作品一出台, 续作蜂拥而至, 续诗、续

譬如整合形象, 由唱曲儿衍生出新情节等。
这是一

剧、
续书满天飞。就连《
红楼梦》那样精美之作, 也

种脱离书籍依凭的更具创造性的整合思维。

逃不掉《金瓶梅》
的魔影, 更不要说脱手于中下流
文人的东西了。更为有趣的是在前后七子统治文

我说《
金瓶梅》的写作靠的是记忆, 而不是靠
临时翻书、
查资料、
抄词典是有根据的。首先书中

坛时期, 模拟古人非但不为耻, 反倒成为众人喜好

的主要人物形象是由若干部小说中的形象拼凑在

的时尚, 此时尚倡导最为得力者——后七子领袖
王世贞( 我主张《
金瓶梅》
的作者为王世贞, 并提出

一起而后重新整合为新形象的。如李瓶儿这个人
物就是由三个形象拼集化合而成。一是梁中书的

了 6 条内、外力证, 当另撰文论之) 。不但在理论上

小妾。
《金瓶梅》
介绍她的身世: 先与大名府梁中书

重举复古旗帜, 而且在诗歌实践上用力之勤超出

家为妾。
只因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 李逵杀了梁

他的同仁。
当我们读王世贞的《
四部稿》
, 发现他的
不少拟古诗文化用他人词句, 给人似曾相识之感。

中书全家老小, 她乘乱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逃了
出来; 二是卢俊义的妻子。
《水浒传》
中所写杀梁中

的确在这方面, 王世贞比李攀龙走得更远。《
四库

书一家老少的是杜迁宋万而非李逵, 作者可能是

全书总目》
云: “
( 王世贞) 为时耆宿, 其声价遂出攀
龙上。而摹拟剽袭, 流弊万端, 其受攻击亦甚于攀

记错了, 不过带着金银逃跑的是卢俊义之妻贾氏。
贾氏背着丈夫与人偷奸, 而后又伙同情夫陷害丈

龙。
”可以说为文剽袭, 王世贞 为一时之最, 故而

夫, 欲置之于死地, 将家中财物供手献给情夫。这

《金瓶梅》
中出现的大量“剽袭”现象, 可视为王世

种做法与李瓶儿背夫转财的行径极相似, 作者在

贞作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 是王世贞将自己的模
拟“
剽袭”
的创作主张与方法不自觉地运用到《金

塑造瓶儿形象 时, 很可能是由此受到启示; 三是
《
志诚张 主管》( 见《京本 通俗 小说》
) 中的 “
小夫

瓶梅》
的创作中, 为后人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迹。唯

人”
。这位“小夫人”
原是王招宣府里的小夫人, 因

如此, 方能对《
金瓶梅》广引之奇作出合理的说明。
王世贞将他们主张的以秦汉、
盛唐为楷模的模拟

失王招宣欢心, 后嫁与开线铺的员外张士廉。
出嫁
时偷走了招宣府上一串一百单八颗西洋珍珠, 张

术移植到小说创作中来, 开辟了小说撰写的新模

员外因此吃官司而家败。《水浒传》
中的贾氏逃走

式。
这种方法的移植, 一方面扩大了小说家的文化

时未带这百颗西洋珍珠。李瓶儿手中的这件稀世

视野, 立足小说, 又不局限于小说一体, 而是在文
化领域博采广纳, 兼收并蓄。史书、
宝卷、
笑话、诗

之宝想必是《
金瓶梅》
作者从那位“
小夫人”
手中借
来的。由此可见李瓶儿这一形象是受了这几个人

词、
散曲、戏剧, 应需而用, 随时拉入作品中来, 从

物的启发并结合作者熟悉的现实人物创作而成,

而使得脱胎于史书的小说成为吸纳众家之长的万

这种整合靠的是作者的记忆与联想, 而非抄录某

能文体, 一种将写实与写意、
说与唱两大类文学结
合得最完美的文人独撰的长篇小说。另一方面, 这

种现成的材料。
一部《
金瓶梅》
除了前几回将《
水浒传》
大部头

种方法的移植必然引起整部小说语言 形态的新

借用、压缩、改写外, 此后多为单凭记忆中熟悉的

变; 多色块的拼接和声音文字过多地切入也易造
成读解过程的误识。
而弄清作者独特的操作程式、

材料创作的。作者为我们留下了能说明这一点的
诸多痕迹, 今试举一例, 以见一斑。

方法, 方是消除误识最有效的途径。
《
金瓶梅》
借外来材料撰写小说的方法是多样

小说第 52 回, 叙述了李桂姐投入王三官怀抱
被三官的妻子告知叔父六黄太尉, 太尉责令有司

的, 如补 抄与镶嵌、记忆与化用、口述与笔录等。
“
镶嵌”法, 学界已多论及, 不复赘述。愚以为, 在诸

捉拿送京, 李桂姐求应伯爵替她向西门庆说情搭
救, 并躲藏在西门庆宅里。
西门庆替她说人情免提

多方法中最要紧、
最能决定作品特色的是记忆整

她, 应伯爵让李桂姐为他唱个曲儿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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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姐慢 慢才拿起琵琶, 横担膝上, 启朱
唇, 露皓齿, 唱了个〔
伊州三台令〕
:

用典, 若翻书查阅典故决不能写出一气呵成、
情畅
意美的佳作, 好诗皆为自然而然, 典故随着情泉涌

思量你 好辜恩, 便忘了誓盟, 遇花朝月

出。一个不识字的孩子, 翻着字典写文的孩子, 绝

夕良辰, 好交我虚度了青春。闷恹恹把栏杆
凭倚, 凝望他怎生全无个音信? 几回自忖, 多

难写出漂亮的文章来, 此理甚明。
至于这段唱词中个别字与《词林摘艳》
中的原

应是我分薄缘轻。

曲词有差异, 如“
几回自忖”为“几回自将”
,“
我分

〔黄莺儿〕谁想有这一程, ( 伯爵 道: “阳沟

薄缘轻”
为“我薄缘轻”, “
这一程”
为“这一种”
, “懒

里翻了 舡, 后十 年也 不知 道。
”) 减香肌, 憔瘦损;
( 伯爵道: “爱好贪 他, 闪 在人 水里。
”) 镜鸾尘锁无

簪”
为“又懒簪”
等, 并不能说明作者改写的用意何
在。
道理也很简单, 那是因为作者所记忆的是社会

心整, 脂粉懒匀, 花枝又懒簪。空教我黛眉蹙

上众人唱出来的曲词, 而非抄《词林摘艳》
中的文

破春山恨。( 伯爵道: “你记得说, 接客千个, 情在一

字。写作水平如此高的神笔、
大手笔, 岂能连文字
都抄错耶?文字上出现的个别差异, 更进一步证明

人。无言对镜长吁气, 半是思君半 恨君。你两个当初
好, 如 今就 为他 耽些 惊怕 儿也 罢, 不抱 怨了! ”桂姐
道: “汉邪了你, 怎得 胡说! ”) 最难禁, ( 伯爵 道: “你
难 禁, 别 人 却怎 样禁 的?”
) 谯楼上画角,

吹 彻了

断肠声! ( 伯爵道: “肠子倒没断, 这一回, 来提你的
断 了线, 你 两个 休提 了。
”被 桂姐 尽力 打了 一下, 骂
道: “
贼们攮的, 今日汗歪了你, 只鬼混人的! ”
)

〔集贤 宾〕幽窗 静悄 月又 明, 恨 独倚 帏
屏, 蓦听得孤鸿只在楼外鸣, 把离 愁又还题
醒。更长漏永, 早不觉灯昏香尽。眠未成, 他
那里睡得安稳? ( 伯 爵道: “傻 小淫妇儿, 他怎的睡
不安稳? 又没拿了他去, 落合的在 家里睡觉儿哩。你

这段曲儿是背诵出来的, 而非依样画葫芦画出来
的。
由此我们可以解释全书中常见的所谓“
抄写
讹误”
“少字错字”的现象, 那不是由于作者的文字
水平太低, 而是由于他全凭记忆写出, 记忆来自
“
唱词”, 非现成书本。
当然也由于这部小说写得较
为仓促, 缺少字斟句酌的一道工序, 方有上述问题
的产生。但若说作者是下层艺人、
集体创作, 是讲
不通的, 因为即使是集体创作、一人写定, 如经千
锤百炼, 也决不可能生出上述现象。

便在 人家躲着, 逐日怀 着羊皮儿, 直等东 京人来, 一

三

块石头方落地。”
桂姐被他说急了, 便道: “爹, 你看应
花 子来! 不知怎 的, 只发 讪缠我! ”
伯 爵道: “你这回
才认得爹了? ”
)

古代文人多重养生之道。
年老体衰后, 读书时
间的长短自然受眼睛等身体条件的限制。所以许

这段文字不但写来有趣, 也称得上天下奇文。
一笔

多有条件的名士、巨公, 为养目养神, 常请书童或

三用, 一目三睹, 情思如一, 浑然一体。
李桂姐满含

弟子代劳, 让他们念书, 自己闭目而听, 或自己口

深情地唱着, 字字含情; 应伯爵细细地听着, 体察

述, 令弟子笔录。李贽晚年读书就是如此, 他的许
多著作特别是小说戏曲的评点, 就是弟子念, 他边

入微, 他像桂姐肚里的蛔虫, 每唱到情深处, 便一
语点破, 句句戳入桂姐痛处; 西门庆一边为桂姐的

听边口述, 而后令弟子写下来。
袁中道曾记下他亲

美妙歌声陶醉, 一面又被伯爵的点评惊醒, 爱恨交

眼见到的情景: “
予往访之, 正命僧常志抄写此书,

集, 甜酸苦辣一齐来, 伯爵是在挖苦李桂姐一仆二

遂字批点。” 李贽自己说他无岁不读罗近溪先生
书, 实际上他常常是听书。“
今某听之, 亲切有味,

主, 身在曹营心在汉; 一面又在讽刺西门庆不明真
伪, 上当受欺, 为他人做嫁衣裳。一只曲子抖出三
个人的心事, 三人的心理交错展现于读者面前。若

详明而不可厌, 使有善书者执管笔侍侧, 当疾呼手

非对此曲烂熟精透的人, 绝写不出此情此景。
惟有

腕脱矣! ” 《
金瓶梅》
的创作很可能属于此类。或
许是王世贞说, 他的弟子抄录。这并非我凭空臆

曲在胸中, 一边写曲儿, 一边体察, 一边想唱者情

度, 而是有根据的。

绪, 一边写伯爵心迹, 一边写桂姐反映, 一面还要
照顾那位旁听者的心绪。
如是一遍合成, 决不能因

王世贞是位感情丰富的人, 因一生多遭变故,

一字一词分心, 更不会去翻书, 被那字的形状笔画

自 27 岁后家中接连遭九丧: 父母、
五个儿女( 三男
两女) 、一弟一妹。父丧使他遭受重大精神创伤。其

打扰。能入此境者, 非背诵者绝无可能。就像写诗

父下狱, 王世贞与弟“
蒲伏嵩门”, “
涕泣求贷”
。又

许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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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囚服跽道旁, 遮诸贵人舆, 搏颡乞救。” 日日

记忆“
咏”
诗、
念文写作的情形与《
金瓶梅》
内出现

号哭。其父弃市后, 痛不欲生。他的妹妹因哀伤过

的大量同音异形、逸字少字现象合在一起思考, 说

度, 竟不治而殁。
他与弟筑室坟侧, 三时进食哀号。

明王世贞在创作《金瓶梅》
过程中, 自己口述、
门生

于是哭成“
号癖”
, 双目因泪渗而红肿, 导致眼疾。

手录的可能性甚大。

万历七年眼病发, “
不能多读书, 兀兀匡坐” , 而这
时 正是他创 作《
金 瓶梅》
时 期 。此时因不能多读书,
80 首《咏史》
诗就是凭记忆史事写出的。“
因由腹
笥诸所忆史事, 有慨于中者, 得八十篇咏之” 。这

四
在作过上述分析之后, 我们对《
金瓶梅》撰写

80 篇之事靠记忆文字“
咏”出, 是否自己口述, 由

的特点有了进一步了解, 同时此书为文人独撰抑
或集体创作, 心中也益加明了。
坚持集体创作说者

门人笔录, 虽无直接材料, 然从情理推之, 当是。

事实上是以典雅为尺度衡定《
金瓶梅》
的, 以为大

当然, 《
金瓶梅》
的创作是否口述笔录, 还须用
作品说话。
靠听声音而记录的作品, 有两个突出特

名士笔下之文自然是雅正端庄, 而不会涉足于市
井俚语, 更不会四处抄录他人作品中的东西。《金

点: 一是同音字的误写。
汉字的一大特点是大量同

瓶梅》
这种俗透的东西不但绝非出自大名士之手,

音而不同形字的存在, 至使抄写过程中出现同音

也非文人所独撰。这种重雅轻俗的价值观多少反

异字, 乃至错字; 二是口述者与笔录者借声音传达
信息, 声 音符号在记忆中难免发生变形, 写于纸

映了当今时代文人的审美心理情趣。
然而, 这种立足点, 这种观察问题的视角与思

上, 极易出现一句话中多字或少字现象。
而抄录原

考方法与《
金瓶梅》
作者的立足点和审美观是不一

书, 字形对字形, 一字一空, 便决不会出现同音异

致的, 乃至大相径庭。
《
金瓶梅》
产生的时代, 人们对“雅”文学的兴

形、
或多字少字问题。
所以如果大量同音异形字或
多字少字现象出现于文本中, 便说明它是口述笔

趣渐渐淡漠了, 台阁体视界之狭小, 气韵之呆板,

录的文字。上述现象在《
金瓶梅》
中的确普遍存在

观念之陈旧, 自不待言。
前后七子企图开拓人们的

着, 今试分述之。

文化眼界, 却在传统的泥塘中搅不出什么新气象,
有灼见的文人将眼光瞄向民间, 逐渐对俗文学发

小说第 74 回, 写尼僧宣卷, 夜深人困了, 李桂
姐 为众人唱曲儿〔
夜中花〕
“更深静悄, 把被儿薰
了 ”这段唱词来自《
词林摘艳》
, 与《
词林摘艳》对
查, 便发现这两种现象都存在。
同音异形字有: “我

生兴趣。李梦阳有句发自内心的话: “
今真诗乃在
民间。
”( 《
诗集自序》
) 唐寅在科举失意后, 也追求
市井生活的俗趣, 畅漾于歌舞酒榭之间, 他的诗作

做意儿瞧( 应为“
焦”
) , 他偷眼儿瞧”
;“
者( 为“
着”
)
么是谁, 休道是我”
。多字或少字者有: “全( 多出

也大多体现出对市俗生活的喜好。“
在陈继儒的

字) 静悄悄全无消耗”
;“
他笑吟吟将被儿锦开( 应

周、
都穆、
祝允明等人喜爱收藏、传写‘稗官小说’
的生动记载” 。大批的文人投身于俗文学的创

是“锦被儿伸开”
) ”; “你恋着蜂蝶采使”( 应为“蜂

《
藏说小萃序》中, 可以见到吴 中文士文征明、沈

媒蝶使”
) 。至于一部书中, 这类情形就更多了。如
同音异体字: “鬼怪”
与“
魁在”
;“
蔽绿窗”与“闭绿

作, 染指于小说、
戏曲、笑话之中。王世贞创作《鸣

窗”; “
十字纽”
与“
十字扭”; “
凤飞”与“凤扉”; “偏

为“
说部”
, 其形式虽非小说, 却多是小说素材的考
察) ; 李开先投身于戏曲创作; 哲学家李贽大评特

称”
与“偏衬”; “
珠履”
与“
朱履”
;“
勤王”
与“擎王”
;
“有如西苑”
与“
犹如西苑”
;“
人情澹”与“人情淡”
等等。
至于多字少字者, 几举不胜举: “
消磨”
与“消

凤记》
, 也写过小说( 他的《
四部稿》
中, 四部之一便

批《
水浒传》、
《
西厢记》、
《
琵琶记》
, 称前两书为“天

磨了”
; “许多”为“
许多 时”; “
少欠”为“少欠下”
;

下之至文”
; 汤显祖满腔激情地写戏, 公开颂扬少
女为情而死; 袁宏道主张写男女真情, “
出自性灵

“ 砂”为“
与

者为真诗”
; 冯梦龙大声疾呼“
六经皆以情教也”
,

砂”
;“
大麻齐加”为“
天麻这几味儿

齐加”
; “扑扑簌簌”
为“
扑簌簌”
;“
一日一日夜长,
夜长难捱孤枕”
为“
一旦夜长难捱孤枕”
等等。
这些

他整理编写了大量的反映市井生活的小说、
笑话、

足以说明《
金瓶梅》
的确存在着作者口述门人笔录

流 行歌谣等; 屠隆既能写戏, “
亦能新声, 颇以自
炫, 每剧场辄阑入群优中作技” 。

的现象。
将王世贞个人眼睛不好, 不便读书时便凭

厌雅趋俗, 喜欢市井生活的俗趣, 正是《金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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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作者执意追求的文学情趣。这一点在一篇对

的“
俚语”
创作, 正是该书作者所刻意追求的俗趣

《
金瓶梅》
创作理解得最深切的序言——欣欣子的

和真美境界。他的朋友对此次尝试的成功颇感得

《
金瓶梅词话序》
中, 已作了清清楚楚的说明:

意。三百年后的小子竟不细察, 而视为低俗, 视之

窃谓兰陵笑笑生作《
金瓶梅传》, 寄意于
时俗, 盖有谓也。……其中语句新奇, 脍炙人

为文化低下的民间艺人的东拼西凑, 嗤之以鼻。如
是小视《金瓶梅》
, 岂不屈解了作者的一片创新热

口。……使观者庶几可以一哂而忘忧也。其

忱, 埋没了他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巨大功勋, 作者有

中未免语涉俚俗, 气含脂粉。余则曰: “
不然。

知当必含恨九泉矣!

《
关雎》
之作, 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富与贵, 人
之所慕也, 鲜有不至于淫者; 哀与怨, 人之所

五

恶也, 鲜有不至于伤者”
。
吾尝观前代骚人, 如

如果集体创作说是指若干人共同写作( 指初

卢景晖之《
剪灯新话》
、元微之之《
莺莺传》
、赵
君弼之《效颦集》
、罗贯中之《
水浒传》
、丘琼山

刻本诞生前) , 那么则需考出其中的某个或某些人
来, 遗憾的是目前主张这一说的人, 却未能做到这

之《
钟情丽集》
、
卢梅湖之《
怀春雅集》
、周静轩

一点。
若指历代累积成书的小说, 就应在民间有一

之《
秉烛清谈》
, 其后《如意传》
、《
于湖记》
,其

个长期流传的过程, 就应有流传的痕迹, 像《
三国

间语句文确, 读者往往不能畅怀, 不至终篇而
掩弃之矣。此一传者, 虽市井之常谈, 闺房之

演义》
、《
水浒传》
、《
西游记》那样, 在其成书之前有
传说、
诗 词、戏曲、话本, 或单人单章回的东 西存

琐语, 使三尺童子闻之, 如饫天浆而拔鲸牙,

在。
但是到目前为止, 却没有任何史料能证明这一

洞洞然易晓, 虽不比古之集理趣, 文墨绰有可
观。

点。
相反, 已知的明代有关记录《金瓶梅》
的史料却
说明《
金瓶梅》
是一部突然冒出来的书, 一部令文

此段文字不失为夫子自道。“
寄意于时俗”便是一

人名士大吃一惊, 恨不得先睹为快的奇书( 至于后

部《
金瓶梅》
用意所在。所谓“
时俗”
, 就是指当时盛

来有人要说唱《
金瓶梅》
, 则是另一回事, 与其成书

行之俗趣。一指内容; 二指形式, 特别是语言。内
容: “
气含脂粉”
, 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语言: 就是

无关) 。集体创作说, 无史料为依据, 只是一种臆
测。

那些“
市井之常谈, 闺房之琐语”一类“
俚俗”
语。

即使以《
金瓶梅词话》
文本为依据, 也存在两

为何偏要语涉俚俗? 他得之于以往作品的教
训, 那些诸如《
莺莺传》
、《
水浒传》一类小说, 语言

种看起来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现象。一是就文章
的结构而言, 完整严谨, “
始终如脉络贯通, 如万系

虽 说精练、准确、
雅致而 有理趣, 然读者“不能畅

迎风而不乱”
, 浑然一体。人们对小说的纵向结构

怀”
,“
不至终篇”
而“
掩弃之矣”
。所以他要来个巨

有种种猜测, 有的说该小说最初只有 79 回, 到西

手转乾坤, 扭转旧传统、旧习惯, 用“俚俗”“
方言”
写出一部人人爱读、
读之“
如饮天浆”的《金瓶梅》

门庆死就该结束了; 有的说最多到潘金莲死于武
松刀下( 第 87 回) ; 也有人说后二十回草草收笔,

来。
这可并非随便说说而已, 而是全书一以贯之的

曲词描写也明显减少, 应为另一人所补云云, 然往

思想和创作方法。它正是这部小说创作革新的宣

往经不住推敲。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早在第 30

言, 一面写着“寄意于时俗”5 个大字的鲜艳旗帜,
显示出一位力求跳出窠臼、开辟出一个方言俗语

回“
吴神仙贵贱相人”中就已预示了出来。到第 46
回“
妻妾笑卜龟儿卦”
, 又再一次点明、补充, 即人

艺术天地者的大将风范。
读至此, 我们不由地想起

物的命运在全书中是一个整体, 所谓原书只有多

曹雪芹不满于千篇一腔, 千人一面的才子佳人小
说, 他要换一种循迹追踪的写实法, 再现曾生活在

少回的观点都站不住脚。至于一部小说前数十回
往往比后半部写得好, 则是中外文学名著普遍存

自己身边的几个异样女子的面容的革新精神与气

在的现象。《
三国演义》
、
《
水浒传》
、
《西游记》
、
《儒

魄。
《
红楼梦》的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力于作

林外史》
、
《红楼梦》皆有“后不如前”
的同病, 却找

者的这种求异思维。
然而曹雪芹的自我表白, 实在
是借鉴了这篇序文受此启迪的结果。

不到一部“
前不如后”
的意外之作。就《
金瓶梅词
话》
而言, 后 20 回虽说笔收得快了些, 然却有不少

由此看来, 用“
市井之常谈, 闺房之琐语”
一类

精彩笔墨, 不少令人掩卷难忘的场面。如“
吴月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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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入永福寺”、
“
春梅游玩旧家池馆”
等。至于一部

者笔端, 形之于文字。
即那些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

长达百回巨帙的家庭小说, 特别是起居注式的家

误差, 也是由于记忆而引起的, 且记忆的东西是出

庭记实小说, 出现时间或事件上的叙述混乱, 也绝

自众人之口的说文唱词, 必然形成唱词与文集字

不能成为证明作品非文人独撰的证据。一来因为
作品非朝夕间, 一挥而就。一部百回长篇巨帙, 少

词的偏差。
再者, 错字不完全是那一个具体人造成
的, 而是与作者口述, 门生笔录靠声音传递信息的

说也要写上二三年, 长则十几年乃至几十年, 写后

撰写方式有关。
至于四处引用他人书中的素材, 给

忘前势所难免, 不要说像《
金瓶梅》这样一部匆匆

人手法低劣抄袭感, 则是那个时代模拟风气濡染

抛出的书, 就是“
删繁五次”
用了“
十年辛苦”磨出
来的《
红楼梦》
也同样存在着时间错乱、
故事有讹

的结果, 不能由此判定作者的学识高低。非但如
此, 如果我们透过偶见的文字形式上的毛病, 细心

误的情况。怎么能用此来做为检验一部作品是个

地留意一下作者用力刻画的那位主人公西门庆的

人还是集体创作的依据呢?
与全书完整严密的结构、统一的人物的性格

精神风貌, 便觉得异常奇怪, 这位一丁不识的粗鲁
商人, 竟时俗时雅, 因人而异, 因境而变, 每遇文人

相矛盾的是, 小说在抄用外来材料时, 经常出现字

雅士, 接人待物, 言谈举止, 吐词属意, 令人顿忘其

词记错、
抄错的情况。以往人们被这一现象迷惑,

商人本相, 误以之为状元文士矣! 何以如此? 作者

觉得连字句都抄不全写不对的人, 岂能是大名士?
当 我们晓得了《金瓶梅词话》中所谓拿 来的外材

本为文豪名士故也。从而使人感受到作者内在的
文化修养与造诣, 感觉到一位修养极高的文人对

料, 除《水浒传》
和宝卷等一些长篇文字外, 多为作

俗文化的喜爱、
模拟与追求。
正由于作者撰写方法

者记忆中的东西, 当想象与联想在创作中发挥能
量时, 那些记忆的材料被再一次激活, 而后注入作

的特殊才生出上述特有的《金瓶梅》
文本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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