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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凌叔华用英文写就的长篇小说《古韵》（Ancient Melodies）由英国何盖斯出版社（The Hog⁃
arth Press）[1]出版。《古韵》从最初创作到最后出版，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曾在武汉大学任教

并与凌叔华有过恋情的诗人朱利安·贝尔,贝尔的姨妈、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及其出版家丈夫伦

纳德·伍尔夫，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朋友、诗人维塔·塞克维尔·韦斯特等布鲁姆斯伯里团体（The
Bloomsbury Group）[2]的一些成员，为凌叔华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古韵》的诞生，成为凌叔华与布

凌叔华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文化遇合

—— 以《 古 韵 》为 考 察 中 心

倪婷婷

内容提要 《古韵》从创作到出版均得益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帮助。凌叔华与朱利安·贝尔英译自己

三篇小说的体验，为之后英语写作《古韵》打下了基础。由于作者呈现的中国形象契合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

对古老文明的乌托邦想象，《古韵》难逃“东方主义”迷思的尴尬。但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作者基于人类

本质一致性的立场，在维系与中国情感和文化联系的同时，将目标读者对人类文明的理想嫁接到自己的价

值系统中，未尝不是有意义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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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2年弗吉尼亚·伍尔夫与伦纳德·伍尔夫结婚，1917年夫妇俩创办了何盖斯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它成为

现代主义文学的摇篮。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凌叔华的通信中，她曾考虑过《古韵》的出版问题（参见《弗·伍尔夫致凌叔

华的六封信》中的第五封信，杨静远译，《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3期）。《古韵》最终由何盖斯出版社出版，算是了结了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遗愿。

[2]布鲁姆斯伯里团体（The Bloomsbury Group）是20世纪上半叶由一些英国的文化精英组成的松散团体，其成员有

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E·M 福斯特，画家瓦内萨·贝尔、邓肯·格朗特，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汉学家阿瑟·韦利、罗杰·

弗莱，翻译家康士坦斯·加奈特，出版家伦纳德·伍尔夫，还有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等等。其核心人物为弗吉尼

亚·伍尔夫及其画家姐姐瓦内萨·贝尔。这个团体中大多数人均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王学院，而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精神

纽带则是对生活的共同态度和实践。他们声称：生活的首要目的是“爱”、美学经验的创造和享受及对知识的追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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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姆斯伯里团体文化遇合的见证，而凌叔华跨文化之旅的开端即预示了结果。

一

凌叔华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结缘始于朱利安·贝尔。与贝尔的相识、相爱和翻译合作体验，为凌

叔华在贝尔去世后接受伍尔夫建议用英语写作《古韵》打下了基础，也为移居英国后的凌叔华进入布

鲁姆斯伯里圈子铺平了道路。

1935年贝尔到武汉大学三个月后，在写给母亲瓦内萨·贝尔的信里，接连不断地诉说他对凌叔华

的好感。11月 1日的信里说，“她和弗吉尼亚一样敏感，很聪明，与我所认识的任何人一样好甚至更

好，她不算漂亮但是很吸引我，她称得上是中国的布卢姆斯伯里成员。”而11月22日的信则反映贝尔

对凌叔华感情已急剧升温：“她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尤物……因为她才真正属于我们的世界，而且

是最聪明最善良最敏感最有才华中的一个。”[1]贝尔对凌叔华产生恋情，除了性的吸引外，与身在异国

的他在凌叔华身上找到了自己熟悉并欣赏的精神质素直接相关。信中的那些说辞无非都是在强调凌

叔华与他自我认知的吻合。在凌叔华未曾抵达英国的那个时段，布鲁姆斯伯里圈子里的人由于受贝

尔的影响，对尚未谋面的凌叔华也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贝尔的朋友普罗菲尔从凌叔华的照片看出，

她和“我们所认识的中国人一点都不像”，“她有着西方人的表情”[2]；而对伍尔夫来说，贝尔对凌叔华的

描述，却仿佛坐实并深化了伍尔夫对东方文明的想象：“我觉得东方人其实和我们流着一样的血，都这样

安静、隐忍而庄重”[3]。贝尔的亲友们对凌叔华的这两种感觉看似有别，但无论是普罗菲尔带有民族偏

见的评头论足，还是伍尔夫智慧而开明的沉思默想，其实都未脱离西方中心观念下文化认同感的表达。

事实上，凌叔华的文化身份和属性绝不会像贝尔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在早期的中文写作中，凌叔

华即表现出某种复杂性，她既僭越了传统守旧的礼法，却又与受西方个人主义观念影响的“五四”激进

风气保持了距离。鲁迅在评述她时一方面也用“大抵很谨慎”和“适可而止”来形容她处理中国家庭中

女性困境时的温婉态度，而另一方面也认为她笔下“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明之风的吹

拂”[4]。凌叔华的小说如《酒后》等确实在整体上反映了她对个性解放尤其是女性人格独立的渴望，但

同时又流露了她对打破桎梏后个性自由限度的困惑。站在中西古今交汇点上，凌叔华显得谨慎而理

性。而她对调适与平衡之美的注重，则使她的小说张弛有度，内蕴丰富，让不同的读者在她建构的天

地里均可找到相应的阐释依据。这一特点在凌叔华后期小说包括《古韵》中也有同样的表现。

在1935年10月到1937年1月这一段与贝尔密切交往的时期，凌叔华与贝尔共同英译了几篇自己

的小说[5]。虽然这不算是凌叔华的首次英语创作实践[6]，但刊载在《天下月刊》[7]上的那三篇译作，对凌

个团体的第二代如诗人朱利安·贝尔等在继承了父辈自由主义立场和反叛的气质外，更倾向于投入捍卫民主和文明的

行动。中国现代作家如徐志摩、凌叔华、叶君健、萧乾等分别与这个团体的两代人有过交集。

[1]朱利安·贝尔致母亲瓦内萨·贝尔的信（11月1日、11月2日），参见〔美〕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

国眼睛》，万江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99、109页。

[2]埃迪·普罗菲尔致朱利安·贝尔（1936年1月25日），参见〔美〕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中国眼睛》，万江

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

[3]弗吉尼亚·伍尔夫致贝尔（1936年12月），参见〔美〕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万江波、韦

晓保、陈荣枝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4]鲁迅：《现代小说导论（二）》，收入蔡元培等著《中国新文学导论集》，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版，第136页。

[5]有案可稽的三篇是指《无聊》（英文标题意译为《究竟有什么意思》）、《疯了的诗人》和《写信》，均刊载在《天下月

刊》上。三篇中尽管仅标示了前两篇为两人合译，但从翻译风格看，另一篇同样有贝尔的参与痕迹。帕特丽卡·劳伦斯

也认为这三篇是两人共同翻译并编辑的，但她认为“这些都是朱利安在中国期间凌叔华创作的小说”（参见〔美〕帕特丽

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万江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则并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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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华来说，其意义还是非同寻常：“不仅在于它集中体现了一个浪漫和文学的时刻，还在于这些文本揭

示了跨文化的痕迹。他们之间除了具备通常这类合作的特质之外，还加入了一个维度——文化和语

言的误解。”[1]这些“误解”让凌叔华真切感受到她用中文创作的小说对贝尔这样的英语读者造成的文

化、审美的冲击力，进而有意识地进行心理的换位和视角的调整，而合作的前提——理解，也为她走出

自身文化的樊篱、有意识地去寻求与陌生世界的联系打下了基础。

不太清楚在合译过程中贝尔到底出了多少主意，从《天下月刊》上的译文基本忠实于原文来看，作

为原作者的凌叔华对保留中国味道的坚持还是比较明显，这一点倒是暗合了她后来写《古韵》时伍尔

夫对她的期待。当然，在中国读者眼里，译文将小说中别有意味的一些隐喻和熟语删略、转译，或径直

变成脱离了正文的注脚，未免有损原作本有的风韵。但是，从目的语读者的角度看，太过中国化的表

达可能会加深文化陌生感，以致造成理解的阻碍[2]。如果说合译过程令凌叔华对英国读者的文化接受

边界和底线有所警觉的话，那么，在合译之前有关选择什么样的小说来翻译，与贝尔的商讨以及最终

的选定，可能是凌叔华文化体验中更为重要也更为关键的部分。《无聊》《疯了的诗人》和《写信》与凌叔

华其他的小说在取材和主题上看上去没太大的区别，而困守却不甘于困守在家的牢笼中的女人也始

终占据了她小说的中心，但无论是《无聊》中身为翻译者的如壁对“家就是枷”的身心体悟之印证，还是

《疯了的诗人》中新媳妇双成以尚存的童真瓦解了妇道碾压的讽喻、《写信》中自称“开眼瞎子”的张太

太在请伍小姐写信时一吐失语焦虑的指涉，较之作者早期《花之寺》集子里的小说，还是更清楚地映现

出凌叔华挑战传统禁忌的冲动。前两篇疯癫主题的或隐或显，后一篇中对女人两种不同的声音——公

开的（书面的、虚拟的）和私下的（口头的、真实的）——的敏感，显示了凌叔华向西方女性主义和现代

主义话语靠近的趋势。它们被选定很难说没有贝尔所代表的那种布鲁姆斯伯里趣味及观念的作用。

但尽管如此，凌叔华仍然还是那个内敛而节制的中国作家，女性的孤独、抑郁、倦怠、沮丧、苦闷、怨愤、

无奈、迷惘，以及自我的反思等等心理反应，均被控制在合理的中国式情境中。就像《疯了的诗人》的

实。至少《疯了的诗人》与贝尔无关，该篇收在《女人》集里，此书初版于1930年4月，那时贝尔尚未抵达中国。

[6]1925年，凌叔华编写的两个英文剧本《月里嫦娥》和《天河配》由燕京大学学生在北京六国饭店实验演出。1926
年6月6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周刊发表了一则报道性质的“闲话”，赞扬两剧在六国饭店的演出“做了一个新颖的试

验……它与纯粹的中国戏不同之点，不过言语是英文，也没有乐器和歌唱。这个试验似乎很受观众的欢迎。剧本质朴

简洁，颇有天真之趣……我们庆贺这剧本的作者凌淑华女士……为了这个小小新试验的成功”。此则“闲话”后编入《西

滢闲话》，题为《庆贺小戏院成功》。（《西滢闲话》，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版，第86页。）陈学勇在《凌叔华的剧本和陈西滢

的小说》一文中也提到，“凌叔华早在燕京大学念书的时候，还曾编过两出英文短剧：《月里嫦娥》、《天河配》……剧本又

刊登在北平的英文杂志《科学及文学期刊》（Journal of Science and Literature）上，后来凌获燕京大学‘金钥匙’奖，即与此

有关。晚年忆及往事，她不无自得地叹道：‘真出尽风头！’但它们的成功怕不在剧作艺术本身。况且有明显的‘改编’

性，或者说是另一语种的‘移植’，难以视之为新文学中的剧作成果。”（陈学勇:《才女的世界》，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

96页。）

[7]凌淑华（淑华为凌叔华原名，陈西滢1926年6月6日的“闲话”中提到凌叔华时同样用了她的原名——笔者注），

“What’s the point of it?”Translated by the author and Julian Bell. T’ien Hsia Monthly. August.1936.3（1）. pp.53-62; 凌叔华.
“A Poet Goes Mad”. Translated by the author and Julian Bell. T’ien Hsia Monthly. April.1937.4（4）. pp.401-421; 凌叔华.
“Writing a Letter”. Translated by the author. T’ien Hsia Monthly. December.1937.5（5）. pp.508-513.

[1]〔美〕帕 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万江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

136页。

[2]以《疯了的诗人》为例，禅房正殿的“琉璃灯”简译成“lamp”（灯），主人公觉生看到朋友催诗稿的信后抱怨“我哪里

享什么艳福”中的“艳福”，被译为“idyllic existence”（田园诗般的存在），小说描写觉生想到妻子双城的病的心情：“这惝

恍惚惆怅的网子，又轻轻的套住了他的心”，“网子”脚注为“fishing net”（渔网）。这些处理和原文涵义均有不同程度的偏

差，是译者基于对英语读者阅读习惯、接受能力的考虑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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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尾，诗人觉生也“疯了”，他已离不开妻子双成，两人“像一对十来岁的小孩子一样神气”。这个结局

延展了中国“五四”反抗传统专制的主题。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两个年轻人成为“柳庄的人”眼里的

异类，演绎的仍是个性与压抑个性的社会间的紧张，而非西方女性主义视野里最通常的性别对抗。至

于凌叔华对困境中的所有人，包括那个在双成母亲丧期未满即催促其过门的婆婆，也心怀戚戚而落笔

厚道，这是她一贯的做派。因此，到写作《古韵》时，凌叔华对位高权重的父亲——那个家中女人悲剧

的制造者，也能恰如其分地拿捏好情感注入的尺度，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

能与贝尔一拍即合且合译成功，反映了凌叔华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天然的亲近关系，也预示了凌

叔华对伍尔夫建议“用英文写下你的生活实录”的响应并非止于对同行前辈的敬慕[1]。正因为《古韵》

的写作主要起因于伍尔夫的鼓励，写作过程中又得到伍尔夫的指点，所以，《古韵》的目标读者至少在

一开始并非普通意义上的英语读者，而是以伍尔夫为代表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相对于之前的中文

创作，《古韵》在叙事策略、立场、方法的选择上，显然更费周章。由于凌叔华难以严格区分自传和短篇

小说的边界，她无法写出符合伍尔夫要求的自传，《古韵》虽不无自传性，但终究还是小说，这一特点即

便未被维塔·塞克维尔·韦斯特等人充分认识，但凌叔华自己是心知肚明的。她采用了自传性的小说

体式，兼顾了伍尔夫的期许，也兼顾了《古韵》既有的准备——有些章节内容已用中文叙述过[2]，还有一

些章节则是凌叔华到英国后零星发表在英国期刊上的短篇小说的整合[3]。当然，这种体式的选择，也

十分有利于处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凌叔华对自我及伴随自我成长的文化进行新的探寻。

和凌叔华之前大部分中文小说有别[4]，《古韵》难得地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对这一有违凌叔华惯

常做法的行为，纠结于《古韵》与家族史关系的魏淑凌认为，是为满足英国自传写作要求及英语读者期

待视野的结果。《古韵》中第三节《搬家》是中文同题小说改译而成，她表示，“在原来的小说里，枝儿的

第三人称视角变成了自传体的‘我’，这种从中文到英文，从小说到自传的几乎原封不动的翻译，引出

了关于历史与记忆之间分野的问题。”魏淑凌如果认定“《古韵》是一部传记”，而其中的《搬家》是小说，

那么，产生这样的质疑一点都不奇怪。她借此还区分了中国自传文学和英国自传传统的不同，认为

“（中国）大部分作者在写作自传时都打算让它成为公众历史的一部分，他们以一种疏远平淡的第三人

[1]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古韵》的写作源于伍尔夫的建议，这固然没错，但其实据凌叔华自称，早在和贝尔交往期

间，贝尔出于对她身世的好奇就对她有过撰写生平的提议。而伍尔夫向凌叔华提出此建议之前，早已和当时在武汉的

贝尔在通信中讨论过此事。学术界一味突出伍尔夫对凌叔华的帮助，而疏于关注贝尔对凌叔华的文化影响，其实无助

于对《古韵》全面而准确的解读。1938年4月5日伍尔夫致凌叔华的信里谈到，“我没有读过你的任何作品，不过，朱利安

在信中常常谈起，并且还打算让我看看你的作品，他还说，你的生活非常有趣，确实，我们曾经讨论过（通过书信），你是

否有可能用英文写下你的生活实录，这正是我现在向你提出的劝告。”1938年4月9日伍尔夫致凌叔华的信重复了前一

封信的意思，“我所要说的唯一重要的事，是请你撰写你的自传，我将欣然拜读，并作必要的修改……朱利安常说，你的

生活极为有趣；你还说过，他请求你把它写下来——简简单单，一五一十写下来，完全不必推敲语法。”参见《弗·伍尔夫

致凌叔华的六封信》，杨静远译，《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3期。

[2]《搬家》最初发表在1929年9月出版的《新月》第2卷第6、7期合刊上，后编入《小哥儿俩》，《古韵》第三节由此改译

而成；《一件喜事》最初发表在1936年8月9日出版的《大公报》副刊《文艺》上，《古韵》第四节由此改译而成；《八月节》最

初发表在1937年8月1日出版的《文学杂志》第1卷第4期上，《古韵》第五节由此改译而成。

[3]据魏淑凌考证，1951年发表在《旁观者》杂志上的《红衣人》和《中国的童年》后来合并到一起，成为《古韵》第一节；

1951年另两篇发表在《乡村生活》上的《我们家的老花匠》和《造访皇家花匠》合并为《古韵》第十二节。参见〔美〕《家国梦

影：凌叔华与凌淑浩》，张林杰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页。

[4]凌叔华《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三个短篇集共收录33篇小说，其中只有《小刘》一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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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来进行叙述，很少体现个人的情感”，而凌叔华为英语文化背景的读者调整了叙述人称后，“英国文

学中欧洲基督教的忏悔传统与‘东方’以平实笔调表现生活的趣味，都在《古韵》这部自传中得以体

现。”[1]虽然魏淑凌一再强调《古韵》是自传有些勉强，但她指出《古韵》中英文化融合的特性，还是体现

了一个文化人类学者的专业敏感。

由于第一人称叙述与英语自传高度的贴合性，英语读者包括魏淑凌、维塔·塞克维尔·韦斯特等很

容易将《古韵》视为凌叔华个人经历的真实记录，这种误解在很大程度上也源自《古韵》本身所具备的

浓郁的自传性色彩。中国作家将自我的真实经历作为小说主体叙事线索的自叙传小说创作，是从“五

四”发端的。作为那个时期崭露头角的一位，凌叔华尽管也擅长将个人经历组合到虚构的叙事结构

中，但其笔触却没有沾染那类作品标志性的感伤气息。到1935年出版第三个小说集《小哥儿俩》时，

凌叔华仍旧执著于偏向于客观叙事的第三人称。她尽管坦陈自己“怀恋着童年的美梦，对于一切儿童

的喜乐与悲哀，都感到兴味与同情”，其中“有两三个可以说是我追忆儿时的写意画”[2]，可那些小说第

三人称的叙事视角还是表明了她尽可能避免主观介入的意图。《搬家》《凤凰》《小英》等小说借助于第

三人称有限视角——儿童视角，呈现出的是孩童与成人社会的隔膜，读者中恐怕很少有人会将小说情

节混同于作者的经历。说到底，在国内完成的“写小孩子的作品”，是步入中年的凌叔华对已逝童真的

祭奠。而用英语讲述儿时故事的《古韵》，作者要跨越的已然不只是时间的阻隔，更有空间的、语言的

鸿沟。对需要穿梭于两种不同文化的凌叔华来说，童年记忆的讲述已成为自我身份定位的助力，而第

一人称叙事应该是较便捷的一个选择：一方面，“我”儿时经历的直接叙述提供了叙事的真实感和可信

度，这符合让小说写得像自传的叙事策略；而叙事过程中当下的“我”对过去的“我”的审视和阐释，也

成为在英国的凌叔华反思在中国的凌叔华、探寻未知世界里的凌叔华的底本。《古韵》的第一人称叙事

无疑赋予凌叔华更有效的话语控制权。

三

而实际上，自从决定用英语书写《古韵》的那一刻起，凌叔华最大的挑战是要在文化移位中度过难

关，不仅是写作层面上的，更有心理意义上的。就像她虽然被贝尔视为“我们的世界”中的一个，但两

人越轨的罗曼蒂克关系自始至终充斥着个人和文化上的抵牾，她的中国身份以及因此形成的与贝尔

那种开放坦荡、离经叛道有别的性爱理念，清楚地标示了她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之间的距离。而《古

韵》的写作，本质上就是一场跨文化交流的实践，它的成败最终取决于作者和读者双方面对文化差异

性的接受度。在与伍尔夫的通信中，凌叔华曾诉说她用英文写一本好书的不自信，她打比方说：“烹饪

也不外乎如此，如果让你用外国的炉灶去做一道中国菜，结果将会和原先的味道大相径庭，这样的菜

常常会失去一些美妙的风味。我不知道语言在写作上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凌叔华的担心很正常，英

语之于她虽不算陌生，却毕竟不是她的母语，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很难保留中国故事的原汁原味，而

她业已根深蒂固的中文思维又很难保证英语表达的地道纯净。 出人意料的是，伍尔夫竟然很欣赏凌

叔华风格中的“异国感”，并鼓励她“保持中国的特色”[3]。伍尔夫对《古韵》写作中陌生化因素的认可，

给予凌叔华莫大的激励和支持，这也成为伍尔夫在世时《古韵》写作一直坚持不懈的关键原因。

不过，布鲁姆斯伯里文化派成员怎么可能都像伍尔夫那样完全无视中国文化接受中的陌生感，否

[1]〔美〕魏淑凌：《家国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张林杰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9页。

[2]凌叔华：《小哥儿俩·自序》，《花之寺 女人 小哥儿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35页。

[3]凌叔华致弗吉尼亚·伍尔夫（1938年12月31日）和弗吉尼亚·伍尔夫致凌叔华（1039年2月28日），转引自〔美〕帕

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万江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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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怎么解释贝尔在参与翻译凌叔华三篇小说时对诗情画意的中国风内容的砍削调整。甚至可以认

为，伍尔夫的品味其实更具个人性，而像贝尔那样的英语读者则十分普遍。如果说她在武汉时期和贝

尔的交往包括合译过程中，两人在文化上尚属势均力敌，甚至凌叔华的优势更为明显，但1947年凌叔

华移居英国后，这个在贝尔和他的亲友通信中被简称为“Sue”的中国作家必定切实感受前所未有的文

化和身份的焦虑。“名字是自我身份最重要的锚泊地”，“主导群体成员常常把外国人的名字缩短，外国

人也不得不改一改自己的名字。以使之更像主导文化里最常见的名字。”[1]要让自己在布鲁姆斯伯里

圈子里获得认可，这时的凌叔华不得不努力成为地道的“Sue”，对这个英语简称的适应即意味着对这

个陌生环境的适应。而就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而言，即便他们从贝尔的信里早已知晓那个“Sue”，
却并不代表他们现在能了解亲眼所见的这个凌叔华。一个中国人在这些英国人的心里，终究还是陌

生的“他者”。凌叔华深知，消解彼此陌生感的途径，除了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保持密切而持久的接触

外，根本还是在于精神契合的达成。《古韵》的继续写作、完成及反响，就是一块试金石。。

“若要获得与其他文化的共鸣，尤其是与迥然不同文化的共鸣，人们就必须乐意搜求在自己文化

语境里自我感觉的真相。通过了解自己和自己的文化，有志于跨文化的人就能更好地感知到不同文

化皆有的相似性，也能感知到妨碍跨文化传播有效进行的文化差异性。”[2]承载了凌叔华童年记忆和中

国体验的《古韵》，是她站在中英两种文化边缘地带寻找自我真实性的印证，却无疑也同时融入了布鲁

姆斯伯里团体想象中国的期待视野。借助于跨文化跨地域的眼光，凌叔华在对自我和曾经置身的文

化回顾和反思中，再构了自我，并将它当成了更广大、更包容的人类世界的一部分。她在写给伦纳德·

伍尔夫的信里表示了她的期望：“我希望能写一本书，很好地表现中国和中国人。西方有许多关于

中国的书，大部分都是来满足西方人的好奇心的。那些作者有时全凭想象挖空心思地去编造有关中

国人的故事。他们对读者的态度是不真诚的。于是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看上去总有点不人不鬼。”[3]

凌叔华反感一些西方作者将中国和中国人特点加以夸张或扭曲的书写，认为他们笔下“不人不鬼”的

中国形象不仅反映了他们的文化优越感，也传递了他们将中国人视为异类的偏见和无知。因此，凌叔

华更强调人类本质的一致性，强调中国人和英国人的相似性。她的这一立场与三四十年代旅居英国

写出系列“哑行者画记”的蒋彝不谋而合。而《古韵》的意图最初在给伍尔夫的信中就已表示过：“如

果我的书能为英国读者展现中国真实生活的某些画面，和英国普通民众一样的中国平民的某些经

历……我就心满意足了。”[4]

“一个人选择要接受的东西，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就是给他的世界以结构和意义的

东西。更进一步，他认识的事情就是‘他有意要做的事情’。”[5]对远离故土的凌叔华来说，她迫切

需要夯实与异文化对话的基础，所以她表示“有一天，（英国的）玫瑰可能会取代中国兰花在我心

中的位置”[6]，这种近似于娇嗔的说辞虽不至于像 G.L.狄更生对他的学生说“也许我上辈子是个

[1][2]〔美〕迈克尔·H·普罗瑟：《文化对话——跨文化传播导论》，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9页，170
页，第12页。

[3]凌叔华致伦纳德·伍尔夫（1953年7月6日），转引自〔美〕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万江

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418页。

[4]凌叔华致弗吉尼亚·伍尔夫（1938年7月24日），转引自〔美〕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万

江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417-418页。

[5]〔美〕爱德华T·霍尔：《语境和意义》，参见〔美〕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主编《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

文化交流文集》，麻争旗、田刚、王之延、徐扬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6]凌叔华致伦纳德·伍尔夫（1953年7月5日），转引自〔美〕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万江

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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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佬’”[1]那么夸张，但确实反映了凌叔华极力消解交流对象的陌生感，增进彼此认同感的努力。

在写作《古韵》后半部分的那个阶段，凌叔华其实拥有了较之在国内动笔时更大的自由发挥空

间。战争业已结束，民族的苦难不再成为个人化叙事的道德压迫；而在一个异乡人的心里，故国的形

象也渐渐化成了类似于伍尔夫读了《古韵》最初一些片段时的印象：“一种陌生而诗意的微笑”[2]。但凌

叔华终究不是伍尔夫。通过讲述过往的童年和遥远的中国，凌叔华为建构新的身份积蓄了勇气和力

量。这是“Sue”的选择，更是凌叔华的选择：一方面仍然维系着与中国情感和文化的联系，另一方面又

将西方人对人类文明的理想嫁接到自己的价值系统中。在《老师和学生》一节中，凌叔华通过张先生

对学生的启迪和教导，将孔孟的仁义与现代的民主观念对接，将庄子的无言比附为现代的理性，这生

拉硬拽中固然含有她对“五四”激进风气的某种反思，但却也同样表明了她对思想自由这一现代理念

的笃信和谨守。

《古韵》的跨国界、跨文化的性质决定了它的视野和基调将无法等同于凌叔华在国内时用中文讲

述的儿时故事，更与其他中国作家的自我叙事有别，它不仅是作者过往自我的追怀，也必定会是目标

读者异邦想象的承载。维塔·韦斯特曾梦见自己置身在遥远的国度，“一个中国式的皇家园林，广阔无

边，包罗万象，花园里的一切都充满了生机，大地的宝藏在这里幻化成无尽的美景交融在一起。”[3]把理

想寄托在事实上早已衰败的中国皇家园林的美景想象中的韦斯特，怎能不被《古韵》吸引呢？《古韵》的

末尾记叙了和家人一起居住天津的“我”对北京的向往：“我在脑子里编织了一幅美丽的地毯，上面有

辉煌的宫殿，富丽的园林，到处是鲜花、孔雀、白鹤、金鹰。金鱼在荷塘戏水，牡丹花色彩艳丽，雍容华

贵，芳香怡人。在戏院、茶馆、寺庙和各种市集，都能见到一张张亲切和蔼的笑脸。环绕京城北部的西

山、长城，给人一种安全感。这是春天的画卷。我多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4]此时

的“我”俨然是置身英国的凌叔华的灵魂附体，“我”脑海里浮现的与其说是一幅美不胜收的北京图景，

不如说是一个宁静祥和的中国幻境，它是游子凌叔华思乡梦的折射，却也是“他者”韦斯特白日梦的投

影。这美化并净化了的中国镜像，由于契合了韦斯特等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对古老文明的乌托邦幻想，

以及对理想自我的想象，而难逃“东方主义”迷思的尴尬。但这种契合，不管是巧合还是迎合，其实也

不过是文化遇合中的惯例：“如果以其他民族为媒介宣传的目标，其目的往往是维护自身的形象：人们

尽量向其他民族传达关于自己国家、自己的人民和文化的美好的形象”；而且，“只有有关的‘信息’符

合接受者的性格，这样的努力才会成功”[5]。从这个角度看，《古韵》被它的英国受众接纳，即意味着它

已被西方权力话语所规约，因此，《古韵》的成败得失均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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