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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典疑案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非虚构作家西
蒙·温切斯特写出成名作《教授与疯子》，
这本以《牛津英语词典》
（OED）成书传
奇为主题的小书，引出一个迷人却又复
杂的问题：经典是如何诞生的？
不妨先来看看事情的缘起。20 世纪
80 年代初，温切斯特住在牛津时发现了
许多废弃的金属印版，正面是铅，背面是
钢和锑，
在现代技术出现之前，
《牛津英语
词典》的许多版都是靠这些印版印出来
的。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
这一点物证使他开始追踪这部词典大书
的来龙去脉，
继而为读者呈现出这一经典
形成的重大支脉——疯子与教授的故事。
这个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当作一本
推理小说来读也未尝不可。1896 年的一
个深秋，令人肃然起敬的詹姆斯·默里博
士（Dr.James Murray），
《牛津英语词典》
的主编，从牛津出发，坐火车去五十英里
外会见与他神交已久的神秘人物迈纳。
这位迈纳先生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为词
典的编纂贡献了一万多条词条，一些字
词的例句甚至从非常珍贵的古书中抽取
而出，每当默里博士的编纂团队遇到困
难，需要对某个词进行阐释时，迈纳先生
的字条就会及时雨一般地飞来，源源不
断充实着《词典》。由于迈纳先生所留的
地址是一处精神病院，默里博士想当然
地把他当成了一位教养良好且时间充裕
的医生。在两人见面后，真相揭晓：没想
到，这位近二十年如一日向《词典》贡献
精美词条的迈纳，是名精神病患者。他
的大半生居于精神病院，饱受幻觉折磨
与控制，甚至因此失手杀过人。也许，为
《词典》搜集整理词条，是他梳理精神世
界秩序的唯一方式，也是他使自己“飞越
疯人院”
的唯一途径。
在讲述这个具有戏剧性的故事之
外，温切斯特还透露出一些关于经典塑
造的线索。人们花费了七十多年的时
间，才创造了十二巨册的初版《词典》，每
一册都如同墓碑一般大小。温切斯特的
比喻非常有趣：
“ 墓碑”——契诃夫曾放
言说，自己死后的墓碑将为荒原点燃生
机，而十二巨册的“墓碑”显然也把英国
语言文字中最具有生命力的材料汇集起
来，这种生命力来自于默里博士屡次强
调的对于“普通寻常”的字眼的追踪和阐
释，他号召贡献词条的义务读者们放弃
对于稀奇古怪的字眼的迷恋，转而寻找
每个普通词的“生活史”
。
显然，构成日常生活的语言恰恰来
自这些普通词，它们生机勃勃地充盈了
书写、思考、表达与交往的机体。在这个
过程中，默里本人的选择对于词典的形
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他偏爱
中古英语（Middle English），那么乔叟的
作品无疑也能成为字词解释的文本来
源，但是，默里把词条解释来源的时间上
限严格控制在了莎士比亚所处的那个时
代，因为他认为英语发展到莎士比亚时
代已经进入了巅峰，没有必要再往前追
溯，因而，我们注定与乔叟版的词条解释
无缘，
也与稀奇古怪的字眼无缘。
默里个人的偏好，就此牵扯出一系
列事关经典的问题。

黑色名单
首先，我们需要厘清经典的定义。



 











2015 年，中国内地在一年之内印行
的新书（包括初版、重版）达四十七万余
种，为了让每一本书存活下去，各种私人
或官方的榜单不断为书籍排列座次，而
眼花缭乱的书籍腰封更是频频打出“新
经典”的名号。浩如烟海的书籍之中，有
多少可以穿越时间与空间，抵达某位读
者手中，经受他或她轻柔地翻阅？又有
多少从诞生之日起就被堆积在出版社的
仓库中，暗无天日，独自消磨？书的一
生，要么湮灭，要么成为经典传奇——这
是一段怎样的冒险旅程？

传奇，
或者淹没
——关于经典的制作
张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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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伊 塔 玛 · 伊 文 · 左 哈（Itamar
量为其铸成一座新经典的丰碑。奥威尔
Even-Zohar）的定义：
“ 经典是指一种能
自然不忘投桃报李，1949 年，他向 IRD
在主流圈子里规范化地被接受的文化产
秘密递交了一份黑名单，上面罗列了大
品，同时，它还能被有意识地当作历史遗
量欧美两国进步人士的姓名，这份臭名
产的一部分被一个群体保存下去。”但
昭著的“奥威尔名单”在 1996 年被揭秘
是，了解了经典的定义并不能解释经典
之后，文坛内外一片哗然——当初那个
的形成，
因为接下来的问题千头万绪：
在小说中极力讽刺政治权威的人，实际
从编纂者的角度看，个人喜好对于
上竟早已与权威珠胎暗结，
《动物农场》
经典作品的形成有多大效用？有没有可
登上经典宝座的阶梯，是以欧美两国进
能，一部经典的诞生
全然是人力操纵的
结果？哪怕是庸才
的泛泛之作，只要各
种社会机制与社会
资本操作得当，也能
够加冕，在“经典”这
①
一家族内部野蛮生
长？从创作者的角
度来看，个人的才华
与能力又能在多大
程度上保证作品“位
列仙班”？仿佛来自
天才笔下的作品是
含着天然优越的金
汤匙诞生的，但仅仅
凭借无可匹敌的才
情就能使自己跻身
经 典 作 品 的“ 名 利
②
场 ”吗 ？ 而 且 ，
“时
间”这个仲裁者所筛
图① 吴昌硕题写的匾额
“与古为徒”
选出来的，就一定是
图②
《牛津英语词典》
洗尽尘泥、经得起检
图③ 乔治·奥威尔
视的珍珠？
图④ 赵家璧
事情往往复杂
图⑤
《动物农场》中译本
得多。
图⑥
《教授与疯子》中译本
英国作家乔治·
奥 威 尔 的《动 物 农
步人士的性命铺就的。
场》已经毫无异议地被认为是反乌托邦
这个讽刺性的结局，扭转了不少人
的经典之作，这部出版于 1945 年的政治
对经典的看法。固然，
有人早就隐约知
寓言小说刻画了一场“动物主义”革命的
道，只要各种社会机制与社会资本操作
酝酿、兴起和蜕变，但是，藏在这本书背
得当，一部平庸之作也能成功加冕，但
后的故事则极为诡异，它的成功加深了
是，当闻到其背后意识形态对抗的味道，
经典成因的复杂性，同时提醒着人们进
还是会很震惊。而这始终挥之不去的呛
一步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鼻气味，俨然一个时刻欲将经典作品拉
当年，
《动物农场》成书之后，冒着热
下神坛的幽灵。
气的书稿就开始像奥德赛一样周游于各
个出版社之间，但无一例外都吃了闭门
一场交易
羹，连当初鼓励奥威尔投身于写作的出
奥威尔递交的那份臭名昭著的名
版商维克多·戈兰茨（Victor Gollancz）这
单，打破了人们的一种幻觉：经典是在创
一次都拒绝了他。毕竟，小说中直白甚
作者与读者的互动之间形成的，至多，这
至粗糙的政治隐喻谈不上有多少艺术
个过程会掺杂一些编辑者的私心——像
性。当时颇具盛名的批评家威廉姆·燕
我们在关于《牛津英语词典》的故事里看
卜 荪（William Empson）批 评 这 部 著 作
到的。但是，这个名单如同一个隐喻，它
“将引发大规模的误解”，而另一位批评
一下子开启了探讨经典诞生的多维度空
家 T.S.艾略特也指出作品的单薄和片
间。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评论家 T.S.艾略
面，认为其“缺乏同情”。但是，就是这么
特的比喻——“当一小块拉成细线的白
一部屡遭拒稿与批评的作品，后来却摇
金放入一个含有氧气和二氧化硫的箱内
身一变，成了世界名著。这背后的水肯
时”出现的化学反应，就能理解一部作品
定不浅。
从脱离作家之手到进入公众视野是怎样
这里，需要提及一个机构：英国谍报
一个奇妙的旅程。硫酸，这一化学反应
部门 IRD（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
全 新 的 造 物 如 同 作 品 遭 遇 的 各 种“ 意
ment）。这个部门为了宣传政治意识形
外”，或挟持作品拐入死胡同，或推举作
态而不惜在艺术领域大下血本。凭借官
品迈上阳关大道，最后成为经典与否，全
方的权威，谍报部门无孔不入地渗透进
看造化。说到底，经典只是一粒半僵死
文学与文化的传播体系中，他们竟然可
的种子，逆推回去，倒多少能看见一树繁
以在一首英语诗中找到政治密码，并出
花的前因。
资译成俄文，再空投到苏联境内。不难
并不是说官方的意志总是像奥威尔
想象，本身就带有政治色彩的《动物农
面对的那样无所不能与铁板一块，因为，
场》很快被情报部门瞄上，他们动用国家
国家权力运作的机制中有时也会溜进私
资源，使这本原来受冷落的小说顺利出
人的野心与欲望。它们如同高速运转的
版，并翻译成十几种语言文字，批量印刷
齿轮中不小心卷入的杂物，虽然不至于
与推广，最终，居高不下的销售量与阅读

影响这只“利维坦怪兽”的运作，但总能
发出一些异样的声音。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的文艺编辑赵家璧打算效仿日本的丛书
形式，出一套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
来文学成果的丛书——也就是日后成为
经典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在讲授中国
现代文学史时，
《大系》是不可绕过的一
环，它以这种方式进入了读者的认知体

④

⑤

系，显然，学校的课程是伊塔玛·伊文·左
哈所谓“保存经典”的绝佳手段。
《大系》被分成小说、散文、诗歌、戏
剧、理论等卷，赵家璧计划把巴金、鲁迅、
郁达夫、茅盾等作家纷纷收录其中。在
当时的环境下，出版这套书必须经过官
方的认可。毕竟入选者名单有些引人注
目，赵家璧不得不去跟国民党的图书杂
志审查会打交道——“我既要实现我的
理想，就得对审查会打个招呼”。为赵家
璧领路的，是时髦文人穆时英，他娶了一
个年纪很大的舞女为妻，为养家糊口做
起了书籍的审查官。在烟雾缭绕的客厅
里，审查头目项德言先是对《大系》吹捧
了一番，接着指出，绝不能有郭沫若的名
字——因为他大骂过蒋介石。而在两人
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楼上竟还不时传来
穆时英与女人吵架的声音。
有趣的是，虽说“这是上面明文规
定，我也无能为力”，但项德言个人的欲
望又狡猾地溜入其中。他明码标价，表
示鲁迅和郭沫若的文章可以不动，但是
要把他自己的文章编辑出版（他也曾写
点小东西），书名定为《三百八十个》，且
要精装，最好能收入《良友文学丛书》。

这时我们看到，经典能否面世，表面上固
然与官方的意识形态有关，但具体操作
中 ，很 可 能 会 掺 入 一 些 人 的 私 心 与 欲
望。好在，在收到五百元大洋之后，项德
言终于松口，同意用经济资本代替文化
资本，我们便有幸没有在《良友文学丛
书》中看到这个人的“大作”。
这和大革命时期法国的情形有些相
似，根据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
ert Darnton）在《 屠
猫 记》里 的 记 录 ，当
年警察总长艾梅里
负责审阅那些启蒙
者 的 出 版 物 ，但 是 ，
他有点像电影《窃听
风 暴》里 那 位“ 不 尽
责 ”的 审 查 官 ，对 作
家们有着详细的了
解，所作报告更是充
满文学的感性，有时
候甚至会偷偷“放人
一马”
。
大量的经典正
是从这种对官方意志
的否决以及执行者
③
“开小差”
的缝隙中诞
生的。甚至，官方意
志有时候竟会走向愿
望的反面，一如俄罗
斯诗人布罗茨基观察
到的，审查对作品来
说，有时候增强了作
品的隐喻审美，有时
候更是刺激了读者对
于禁区的好奇心，使
⑥ 人们反而更加渴望购
买禁书——经典往往
就在这种从众行为中诞生了。

“与古为徒”的尴尬
这样看来，在一部经典形成的过程
中，人为的因素带来了太多不确定性与
变动性。那么，我们把制作经典这个浩
大的工程完全交给非人为的因素——时
间，不确定性会因此减少吗？经由时间
历练与拣选出来的作品，就一定是无懈
可击的经典之作？
毕竟，人们乐于相信，时间是最伟大
的仲裁者。在美国波士顿艺术馆的亚洲
馆里，有一幅吴昌硕题写的匾额：
“ 与古
为徒”。这幅汉字匾额出现在西方世界
的展厅中便有了一种特殊的趣味，它似
乎意味着，对古代的推崇、对逝去时光的
怀念几乎是“世界主义式”的。不用说老
牌帝国英国对“逝去的时光”的情结——
百年来，地方志、国家史、鉴古的著作持
续而广泛地激发着公众对于过去的兴
趣，民谣里的“小茅屋、乡间小路”与访古
游记中的“自制果酱、薰衣草袋子”都透
露出对于“古老英格兰”的尊崇，甚至美
国这样历史较短的国家也通过孜孜不倦
的考古工作构建着古老文化的轮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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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长河里浸淫极久的中国，自然对时
间的推崇最深——不用提“怀古”题目之
下的诗词歌赋、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
格言、
“祖宗之法不可擅变”的社会心理，
仅仅瞥一下拍卖行里一路飙升的古董价
格或者路边摊上泛着绿色铜锈的假古
董，就能明白中国人对于古代与时间的
迷信。毕竟，就连大先生鲁迅在痛批中
国传统文化“吃人”的同时，也静静地在
北京的寓所里抄碑文，一抄就是数年。
时间的存在固然筛选和洗刷掉了大
量二三流作品，但它“尊古”
“ 好古”的属
性又扭曲了经典的当下评判标准——既
然，人们愿意“与古为徒”，那么只要是
古老的东西一概可以纳入典藏的范围，
因为仅仅是覆盖在它身上的那层灰尘，
都带着不可亵渎的长者意味。1900 年，
敦煌洞窟的秘密揭晓于天下，据统计，
敦煌藏经洞所出的写本文件约有五万
件，三十年后，陈寅恪提出了“敦煌学”，
一切跟敦煌沾边的东西仿佛都抹上了
一层金粉。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敦煌本子中，
大宗的是写经卷子，以工整认真的书写，
透出一股庄重的意味。但是由于抄写经
文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一项赚钱的工作，
在贪多求快的情况下，效率压倒了质量，
何况绝大多数抄写工本身也没有受过书
法的正规训练。旅美书法研究者白谦慎
透露，
“ 宋朝人封藏经洞时，一些学童和
技法水准并不是很高的字迹也一起进了
藏经洞”。这样一来，不仅错讹的字词迭
出，字体看上去也漫不经心，歪歪扭扭，
甚至，由于当地缺纸，很多人利用卷子的
背面抄文习字，也被时间保存了下来。
固然，敦煌本子里那些精美的“六朝
写经体”被奉为书法经典，可是似乎“一
人得道，鸡犬升天”，错讹与粗糙的学童
字体、抄写工书法同样获得了关注，它们
被一些“敦煌书法”的提倡者纳入了书法
欣赏和学习的范围。在这里，我们看到
时间这位仲裁者吊诡的一面，它固然毫
不留情地筛选着万物，但筛选的结果往
往又被当下人们的意识所篡改。面对经
典形成的曲折路径，伟大如时间者，大概
也不得不承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吧。
更何况，当我们想到大量“失落的
书”的故事之时，不仅要面对时间裁决
的无效，更要遗憾它的不公了。以“孤
篇 压 全 唐 ”的 张 若 虚 存 世 之 作 仅 有 两
首，他当然不可能始一提笔就写出《春
江花月夜》，再一撒手又完成了《代答闺
梦还》——那么，中间大量的作品是因
为个人才力不济而失传了吗？实际上，
天纵之才也不能保证经典殿堂中的预
留座位，在以稀有物种灭绝般的速度消
失的唐诗中，纵然是“谪仙人”李白，其
诗作同样难逃“十不存一”的命运——
而他们，不过是无数个被时间弄丢的天
才的缩影。
所以，当我们谈论经典时，我们在谈
论什么呢？人，机缘，或者时间？这仍然
是一个复杂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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