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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描写北京市民生活世界的老舍，笔下随处可见对北京民俗的细腻描绘。那些故事情

节发生在北京的小说，不仅穿插了对北京民俗的大量描写，而且这些小说的人物本身，也往往

以其鲜明的职业特征，成为北京民俗文化的一部分。老舍因而也被视为北京的“风俗画家”淤，

其作品完全可以作为北京市民阶层的民俗志来读。然而，老舍小说的民俗志特征，在某种程

度上却是以历史背景的虚化为代价的。老舍的长处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内铺展北京市

民生活的人情世态，为了保持北京市民生活世界的自足性，历史事件和历史变迁往往被有意

无意地推到模糊的背景位置上。但在另一方面，作为书写现代北京市民社会的杰出作家，老

舍不可能完全回避 20世纪上半叶北京经历的剧烈的历史变动，他对民俗与历史之间关系的

处理方式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老舍小说中的北京民俗与历史

———以《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为中心

季剑青

内容提要： 作为北京市民生活出色的表现者，老舍擅长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空

间内铺展北京市民生活的人情世态，为了保持北京市民生活世界的自足性，历史事

件和历史变迁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推到模糊的背景位置上，其代表作《骆驼祥子》中

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老舍不可能完全回避 20世纪上半叶北京经历的剧烈的历史

变动，他对民俗与历史之间关系的处理方式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写于 20

世纪 30年代后期的《我的一辈子》中，老舍开始尝试将历史事件纳入到小说的叙事

结构中，到了写于 40年代的《四世同堂》中，历史的巨流开始冲破北京民俗文化的自

足性，小说中的人物也摆脱了民俗文化标本的特征，成为了自主选择命运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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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王献忠：《老舍笔下的北京民俗》，《读书》1984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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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骆驼祥子》是老舍最负盛名的作品，作者在展示主人公祥子悲剧命运的过程中，以大量

笔墨描述了北平普通市民的民俗文化淤，加上书中随处可见的北平风物描写，整部作品宛如

一幅 20世纪 30年代北平市民生活的民俗画卷，呈现在读者面前。

小说所呈现的以祥子为代表的北平人力车夫群体的生活世界，也可以视为北平民俗文

化的一部分。《骆驼祥子》一开篇就用很长的篇幅，介绍了北平人力车夫的各个派别，每个派

别的“跑法”，跑的路线，与客人交往的规矩等等，读起来就像一篇具体而微的民俗调查报告。

在勾勒了北平人力车夫的一般状况之后，主人公祥子才登场，这是为了把祥子像“一盘机器

上的某种钉子”那样准确地定位在这个群体中。于在此后小说情节的发展中，作者聚焦于祥子

个人命运的沉浮，但笔触始终没有离开人力车夫这个群体，随着情境和场景的变化，人力车

夫生活的各个层面———他们工作与生活的习惯与规矩，相互交流的方式，惯常出现的场所

（车口和茶馆）等———都逐一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鲜明的职业特征是老舍笔下城市贫民人物的共同特点盂，赵园敏锐地注意到，老舍注重

描写北京特有的职业行为以及人物的职业性格和气质，使得人物本身成为一种可以识别的

景观，她称之为“风光化”。榆人物被其职业身份所限定，具有某种职业“标本”的意义，体现出

北平职业文化的意蕴，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说人物被“民俗化”了。

就《骆驼祥子》的人物塑造而言，祥子的人力车夫的职业身份具有某种本元的意义。小说

开篇对祥子职业和地位的严格限定，实际上构成了作者塑造这个人物和读者理解这个人物

的逻辑起点。作者写祥子的一切生活，都时刻扣住祥子的职业身份，甚至连性如此隐秘和私

人的层面，也没有脱离人力车夫群体的职业特征。祥子放纵自己的欲望，也正是他“入了‘车

夫’的辙”的表现。虞人力车夫这个职业为祥子提供了生活的全部意义，他的情感、思想和行为

都只能从这一点来理解。

事实上，祥子个人的悲剧命运，也是通过他作为一个车夫的“成色”的贬值来呈现的。祥

淤 参见罗宗宇、章小梅《论〈骆驼祥子〉对民俗的叙事建构》，《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 4期。

于 老舍：《骆驼祥子》，《老舍小说全集》第 4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 227页。

盂 如《我这一辈子》中的主人公（裱糊匠、巡警），《四世同堂》中的刘师傅（棚匠）、小崔（车夫）、李四爷

（“窝脖儿的”）等。

榆 参见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 25-27页。

虞 老舍：《骆驼祥子》，《老舍小说全集》第 4卷，第 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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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从最初“年轻力壮，而且自己有车”的“高等车夫”，堕落成“又瘦又脏的低等车夫”淤，线索清

晰可寻。有趣的是，祥子的堕落同时也是一个泯然于众车夫的过程。祥子最初好强争胜，一心

只想着“自己的钱与将来的成功”于，然而，当祥子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开始和众车夫混在一起

（“入了辙”）的时候，为什么这种群体经验非但没有给他带来希望，反而加速了他堕落的进程

了呢？人们不禁会对“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一批判的有效性提出疑问。

樊骏认为，祥子的“个人主义”来源于人力车夫这一行业“把人们分成互不相关的个体的

劳动方式”，以及祥子“那种狭窄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阶级属性”。盂但是，在《骆驼祥子》描绘

的那个时代，人力车夫作为一个群体并非碌碌无为，他们曾经为保护自己的权益和巡警、电

车公司等发生冲突，并利用国民党在北平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谋求改善自身境遇的

机会，最终在 1929年 10月 22日制造了震动一时的打砸电车的暴动。

老舍对祥子命运的安排，是与小说民俗志式的叙事策略分不开的。《骆驼祥子》中虽然也

有曹先生、小福子、孙侦探、阮明等其他群体和阶层的人物，但是着墨并不多。《骆驼祥子》的

主旨是通过祥子这个高度典型化的人物，写出北平人力车夫的“劳苦社会”榆。作为一部书写

北平人力车夫这一特定群体的民俗志文本，为了从整体上把握对象，小说把北平人力车夫这

一群体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和自足的单位来表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这个群体与其他

群体和社会力量的历史联系。这就是为什么祥子自觉地混迹于同类群体的事实，并未召唤出

任何集体斗争的可能。

在《骆驼祥子》中，祥子的生活被限定在人力车夫这一特定的职业群体中，历史变迁和历

史事件只是作为外在的虚化背景而存在的。小说历史背景的模糊不清，曾经引起研究者的争

议。陈永志细致地解读了小说开头第二节有关战争的段落，结合相关史料，得出结论，认为祥

子所遭遇的这场战争是蒋、桂、冯、阎联合对张作霖的战争，时间发生在 1928年 4月至 6月

春夏之间。他又依据小说情节的流程和其中的时间标记，推断出祥子出卖阮明是在 1931年

夏天。虞然而，另外一位研究者吴永平依据其他材料，指出小说结尾阮明参与的“组织洋车夫

的工作”，是影射 1929年 10月 22日北平人力车夫打砸电车的暴动。愚两种推断在时间上差

了两年。这种分歧本身就说明，老舍并无意将小说情节锚定在准确的历史刻度上。

淤 老舍：《骆驼祥子》，《老舍小说全集》第 4卷，第 227-228、第 450页。

于 同上，第 300页。

盂 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老舍研究资料》下册，第 705页。

榆 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 16卷，第 204页。

虞 陈永志：《〈骆驼祥子〉反映的年代新证》，《文学评论》1980年第 5期。

愚 吴永平：《译者附识：关于〈骆驼祥子〉中所表现的工人运动》，载保尔·巴迪《小说家老舍》，吴永平编

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 285-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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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背景的虚化，《骆驼祥子》中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命运的展开缺少内在的推动力。

我们只能大致说，《骆驼祥子》的时代背景是 20世纪 20年代末至 30年代初的北平，除此之

外，小说中并没有明确的年代标记，故事情节游离于具体的历史进程之外，祥子的生活史像

是随着场景和时令的变化而自然流淌，缺少与历史潮流的内在联系。祥子像是任由巨大的命

运机器控制和摆布，直至滑入深渊。小说也因而带有强烈的悲观和宿命论的色彩。

《骆驼祥子》中充满了对北平物候、节庆和风俗的生动描写，而祥子所生活的世界却是一

个“没有一丝阳光的黑暗王国”淤，表面上看，两者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然而根本上说，它

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由作者民俗志式的叙事策略决定的。这一叙事策略最大限度地

发挥了老舍以细致的笔触与活泼的语言铺排和展示人情世态的长处，同时却又将人物的活

动限制在一个预先设定的自足的世界中，使他们无法摆脱已然被作者规定的特征和性格，无

法通过介入历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最终只能走向毁灭。

二

老舍的另一篇小说《我的一辈子》中，以第一人称叙事者形式出现的主人公“我”同样是

一个职业特征鲜明的人物，与祥子不同的是，他的生活没有限定在单一的职业上，一开始他

是一位裱糊匠，后来则是一位巡警。然而这种职业的转换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的命运，反

而使他进一步堕入社会的底层，而且它也不是主人公主动的自我选择，而是带有相当大的偶

然性。“我”是因为遭遇了婚变，妻子跟一位师哥私奔，在巨大的精神打击之下，没有脸面再继

续从事裱糊匠的行当，才被逼着当了巡警。小说的篇幅主要集中在“我”当巡警的生活经历，

身为这个新兴职业群体中的一员，“我”经历了种种的跌宕和起伏，从三等警当到了头等警，

甚至一度当上了巡长，却又因为留了胡子，莫名其妙地被新来的警察局长撤了职。无论是福

是祸，主人公的命运都是被各种偶然性支配的，在这一点上他和祥子并无本质区别。

《我这一辈子》采用的依然是老舍擅长的民俗志式的叙事策略，小说开篇就很详细地描

述了北京裱糊业的一般状况，和《骆驼祥子》开篇对北平人力车夫群体的描述如出一辙。而在

小说对主人公巡警生涯的描写中，我们也能了解巡警这一新兴职业的经济收入、工作条件、

规章制度、人事关系等各个方面。无论是当裱糊匠还是当巡警，除了家庭和街坊的圈子之外，

主人公的生活世界都被限定在职业的范围内，连和他妻子私奔的男人也来自同行。除了为生

活所迫当了巡警之外，主人公从未认真考虑过通过改变职业身分来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

正是这种职业惯性带来的安于现状随波逐流的性格，造就了主人公的悲惨命运，然而这

淤 樊骏：《认识老舍》，载舒乙主编《说不尽的老舍：中国当代老舍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第 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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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是老舍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反映，不如说是老舍的叙事策略导致的结果。主人公早年家

境并不算差，也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对外部世界的历史变动并非完全懵然无知。他已经意

识到，随着西方（“洋式”）生活方式的引入，裱糊业虽然有心改良，但衰微的命运却不可避免。

即便如此，如果不是遭遇了婚变，他也不会轻易改行：“年头的改变教裱糊匠们的活路越来越

狭，但是要不是那回事，我也不会改行改得这么快。”淤显然，相对于降临到个人身上的偶然性

变故，外在的历史变迁并不能真正支配主人公的命运，只是构成了一个模糊的背景。

更有意味的是《我这一辈子》对历史事件的表现。小说的第七和第八两节，从主人公亲身

经历的视角，描写了一场兵变的经过及带来的可怕后果。从兵变的过程、规模以及主人公所

听说的“政治作用”来看，很像是 1912年 2月 29日晚发生的北京兵变，这场兵变是在南京临

时政府派专使赴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之际，由属于曹锟第三镇的部分士兵发动的。不过，

小说接下来写道：“这次兵变过后，又有一次大的变动：大清国改为中华民国了。”于北京兵变

发生在清帝逊位以后，与小说中描写的兵变发生的时间并不吻合。就像在《骆驼祥子》中一

样，《我这一辈子》也没有用准确的历史时间来标记小说中的情节和事件的意图。尽管如此，

作者用如此大的篇幅正面再现的这场兵变本身作为历史事件的性质是没有疑问的，它显然

超出了巡警这一职业活动的范围。除了表现军阀的残暴和普通市民的无助之外，对这场兵变

的再现在叙事上又起到了什么功能呢？小说中“我”的一番评论颇有意味：

丢老婆是一件永远忘不了的事，现在它有了伴儿，我也永远忘不了这次的兵

变。丢老婆是我自己的事，只须记在我的心里，用不着把家事国事天下事全拉扯上。

这次的变乱是多少万人的事，只要我想一想，我便想到大家，想到全城，简直的我可

以用这回事去断定许多的大事，就好象报纸上那样谈论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似的。对

了，我找到了一句漂亮的了。这件事教我看出一点意思，由这点意思我咂摸着许多

问题。不管别人听得懂这句与否，我可真觉得它不坏。盂

主人公意识到，兵变不是发生在个人身上的偶然性事件，而是与千万人命运联系在一起

的“大事”，他想从这个事件中获得某种领悟，想看出“一点意思”，但是却终究没有想清楚。榆

这种暧昧的态度也表现在“我”对辛亥革命和民国成立的看法上：“改朝换代是不容易遇上

淤 老舍：《我这一辈子》，《老舍小说全集》第 11卷，第 86页。

于 同上，第 108页。

盂 同上，第 99页。

榆 同上，第 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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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可是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意思”淤。从小说的整体结构来看，无论是兵变还是辛亥革命，

都没有对小说情节发展和主人公命运的展开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真正推动叙事的还是“丢老

婆”一类的偶然性事件。然而即便如此，“我”也不得不承认兵变和辛亥革命是“大事”，是历史

性的事件，并且试着从中挖掘出意义。主人公面对历史事件的态度，其实在更深的层次上反

映了老舍对如何在小说中处理历史事件这一问题的思索。《我这一辈子》发表于 1937年 7

月，写作时间略晚于《骆驼祥子》，此时的老舍似乎有意尝试将历史事件有机地纳入到小说的

叙事结构中，将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宏篇钜制《四

世同堂》中，这个新的方向成为了老舍自觉的艺术追求。

三

1939年 1月 28日，“一·二八”事变七周年的时候，老舍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

纪念文章，谈的却是历史书写的问题。他批评中国的史书过于简单，对于近代的重大史事缺

少翔实可靠、文情并茂的记述，这是文艺家和历史学家的耻辱。面对伟大的抗战，文人和史家

需要承担起他们的责任：“我们要写，要多写，好使全民族知道他们的历史；有历史才有光

荣。”于这段话既是对文艺界同人的激励，也是自勉。抗战激发了老舍强烈的历史意识，他在这

一时期创作的不同体裁的作品，绝大多数都以抗战为题材，完全可以看作对这个战争时代的

历史记录。1944年，当老舍开始写作《四世同堂》的时候，明确地将整部小说的情节安置在

1937年“七七”事变至作者动笔的 1944年这一具体的历史时空中盂，写作第三部《饥荒》的时

候，抗战已经结束，小说覆盖的历史时间的下限延至 1945年 8月。这部巨著几乎全方位地展

示了沦陷时期北平的社会实况，真切地写出了历史巨变中北平各阶层市民的生活样态。

《四世同堂》一开篇，就引入了历史与民俗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在他的壮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

军怎样攻进北京城。后来，他看见了清朝的皇帝怎样退位，和接续不断的内战；一会

儿九城的城门紧闭，枪声与炮声日夜不绝；一会儿城门开了，马路上又飞驰着得胜

的军阀的高车大马。战争没有吓倒他，和平使他高兴。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

祖，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的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赶

上兵荒马乱，他也自有办法：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

淤 老舍：《我这一辈子》，《老舍小说全集》第 11卷，第 108页。

于 老舍：《“一·二八”感言》，《老舍全集》第 14卷，第 198-199页。

盂 参见张桂兴编撰《老舍年谱》上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 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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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

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

为什么祁老太爷只预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呢？这是因为在他的心理上，他总

以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而后

诸事大吉。淤

祁老人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在他看来，这些历史事件都没有对北京的生活秩

序产生真正的冲击。换言之，即北平能够将这些历史事件的冲击阻挡在外。然而这一次的卢沟

桥事变却完全不同，北平很快就沦入日军之手，陷入到长期的苦难之中。这一历史巨变是如何

破坏北平市民浸淫已久的民俗文化的，又是如何改变他们由于受到这种文化熏染而形成的惯

常的心态、性格和价值观念的，并最终促成了他们的觉醒，正是整部《四世同堂》讲述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四世同堂》中仍然有大量有关北平民俗文化的描写。小说开头几章对祁老人家

庭关系和家庭成员的介绍，对小羊圈胡同空间格局和各户人家的描述，主要还是民俗志式的

叙事方式，侧重于平面的铺排。其中“窝脖儿的”李四爷、剃头匠孙七、人力车夫小崔、棚匠刘

师傅等人，都是与祥子或《我这一辈子》的主人公类似的职业特征鲜明的下层平民，只是他们

在小说中不再占据主角的地位。在展示北平的民俗风情方面，《四世同堂》给读者留下最深刻

印象的，当属对北平季节时令的细腻描绘。《惶惑》第十四章中北平醉人的秋色，《偷生》第四

十一章中北平夏天的风景，都写得极为精彩动人。其中不仅有优美的自然景色，更有应时当

令的风俗和日常生活。老舍饱含深情的笔触，充分地显出远在重庆的他对北平的回忆和怀恋

之情，而从叙事功能上看，这些描写与小说中北平沉闷黯淡的生活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激发起读者对占领北平的日寇的愤怒。小说对北平民俗文化遭受到的破坏有许多直接表现。

作者写到北平传统饽饽铺的衰微和灭绝，写到德胜门城门内外的早市因为日军的禁令而被

关闭，中秋节将要买不到兔儿爷，端午节买不到粽子，祁老人的生日也没有过成，他的“智慧

和经验”已经靠不住了！对祁老人来说，没有比他习以为常的民俗文化面临崩溃更让他恐惧

的了，“亡了国便是不能再照着自己的文化方式活着”于，这是历史给祁老人这样的旧派市民

的教训。较之对日军残暴的正面表现而言，《四世同堂》对日军破坏北平传统民俗文化的罪行

的揭示，更具有批判的深度，也是《四世同堂》在同类作品中独具特色的地方。

然而，老舍对北平的民俗文化的态度绝非只是一味的赞美和眷恋，同时也投以冷静审视

和批判的眼光。当祁老人的长孙祁瑞宣听到他的妻子韵梅说“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

淤 老舍：《惶惑》（《四世同堂》第一部），《老舍小说全集》第 6卷，第 3页。

于 老舍：《偷生》（《四世同堂》第二部），《老舍小说全集》第 7卷，第 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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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能忘了礼节”的时候，他不禁生出一种反感：“呕，作了亡国奴还要庆寿！”淤与祁老人和韵

梅这样的旧派市民不同，身为中学教员的祁瑞宣是一位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尊重北

平固有的文化，也能体贴家人对种种礼俗仪节和生活习惯的顺从，可是他深知，面对外敌的

侵犯，这种文化不仅无用，反而会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他自己就因为无法摆脱家庭伦理观念

的牵绊，不能像他的弟弟瑞全那样逃出北平，只能困在这座城市中偷生和挣扎。

尽管如此，瑞宣却时刻关注着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战争局势的变动。《四世同堂》中包含

了众多的历史事件，战争的每一步发展在小说中几乎都有提及，第一部《偷生》的时间跨度虽

然只有半年左右（从卢沟桥事变到 1937年 12月 14日北平伪政权的成立），却把上海战役的

开始和结束，保定、太原和南京的失守等战事都囊括其中。老舍对战事本身只是一笔带过，而

是重在描写战事作为消息在北平市民中引起的各种反应，特别是瑞宣情感和思想上的波澜。

虽然行动上受到限制，瑞宣却自觉地把自己和广阔的历史变动紧密地联系起来。1938年 10

月，广州沦陷，中国军队开始撤出武汉，战场上的颓势并没有让瑞宣沮丧，他相信“只要重庆

说‘打’，北平就会颤动”，只要抗战仍在继续，北平就有希望。于在黑暗和压抑的北平城，正是

全民族的抗战这场正在进行中的伟大的历史活剧，给了瑞宣坚持下去的信念和勇气。历史不

再是模糊的背景，而是深入到人物的思想和情感中，成为推动人物转变和行动起来的现实力

量。瑞宣最终走向反抗和斗争道路的契机，就来自 1941年 12月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因为不

愿在日伪掌管的学校里教书，瑞宣在英国使馆找了一份工作，做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

富善先生的助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使馆被封，富善先生被捕，失了业的瑞宣在弟弟瑞

全的鼓励下，终于决心加入地下工作者的行列。个人的行动不再是被偶然性支配，而是在重

大历史事件造成的特殊形势下的主动的选择。

与《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和《我的一辈子》中的“我”相比，《四世同堂》中的人物，除了冠晓

荷和祁瑞丰等自甘堕落的汉奸之外，大多数都越出了原先生活的轨道，他们不再被限定在职

业活动的狭小范围内，而是走向了觉醒和抗争的道路。棚匠刘师傅拒绝给日伪当局组织的庆

祝活动表演；车夫小崔拒绝给汉奸拉车；从未跟人动过手的李四爷向敌人举起了拳头，为此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老实安分的布铺掌柜祁天佑，在被日本人拖去游街示众后，不惜以死明

志。就连最保守的祁老人也挺起了腰杆，将当了汉奸的二媳妇拒之门外，更不用提早就参加

抗战工作的钱默吟和祁瑞全了。历史的巨流冲破了北平民俗文化的自足性，却也给这文化以

及在这文化中养成的人的新生提供了契机。《四世同堂》塑造的这些普通市民的形象，不再是

祥子那样的类型化和“民俗化”的角色，而是成为能够自主选择命运的主体。在这个转变的过

淤 老舍：《惶惑》（《四世同堂》第一部），《老舍小说全集》第 6卷，第 70页。

于 老舍：《偷生》（《四世同堂》第二部），《老舍小说全集》第 7卷，第 115-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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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老舍强烈的历史意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处理历史事件方面，我们可以将《四世同堂》与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做一番有趣的比

较。《京华烟云》写于 1938年至 1939年间，同样是抗战时期的作品，且有在国际舞台上表彰

中国民族精神的用意。这部小说同样以北京为背景，出场人物之众多，结构规模之宏大，皆可

与《四世同堂》相媲美。不同的是，《京华烟云》涵盖了从庚子事变到抗战爆发长达四十年的时

间跨度，在这个历史阶段内，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伐等诸多历史事件，都在小说

中有正面的表现，且明确地标出了真实的历史年代。重要的是，这些历史事件并非作为背景

而存在，而是进入到人物的生活中，甚至像傅增湘、辜鸿铭这样真实的历史人物，也出现在小

说中，且与小说中的人物时有往还。从表面上看，《京华烟云》的剧情主线———曾、姚、牛三大

家族的沧桑变迁———是和真实的历史过程交织在一起的。这与《四世同堂》对历史的处理方

式有着很大的不同。《四世同堂》也写到了众多历史事件，但作者从未用纪年的形式明确标出

这些事件的历史年代，小说情节的推进和场景的转换，很大程度上延续了《骆驼祥子》的手

法，即用季节时令的自然变迁来指示叙事的时间进程。在这样的叙事节奏中，事件被纳入到

人物的生活流程中，重点在于人物身上引发的种种反应，而非事件本身。换言之，历史事件被

内化为人物情感、思想和行动变化的动力，这是由老舍整体的构思和叙事策略决定的。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尽管《京华烟云》中穿插了大量真实的历史事件，但是它们却并未真

正地推动人物的成长和转变，它们只是和人物相遇而已。林语堂投注心力塑造的以姚木兰为

代表的青年男女形象，都是一些理想化的人物，他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纷乱和变故，都会处

理得合宜得当，不失却其高贵、正直和善良的品性，这正是林语堂在抗战时期着力挖掘的民

族精神。与这种不朽的精神相比，一切历史变迁不过是过眼烟云罢了，而古老的北京城就是

这种精神的象征。这正是小说原名 Moment in Peking的深意所在，历史瞬息万变，惟有北京

永在。宋伟杰对《京华烟云》的主旨作了中肯的概括：“近代中国历史上纷繁动荡的历史事件，

不过是易逝的变化、若梦的浮生罢了，真正岿然不动的巨型空间，仍旧是那饱经沧桑、兀自挺

立的北京城。”淤在这个意义上，《京华烟云》虽然将众多的真实历史事件和人物叠合在小说的

故事主线之上，但历史却漂浮在人物的精神世界之外，而《四世同堂》尽管没有过多着墨于历

史事件本身的叙述，却写出了活的历史，以及在这历史中活动着的人生。

（季剑青，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周 翔】

淤 宋伟杰：《既“远”且“近”的目光———林语堂、德龄公主、谢阁兰的北京叙事》，载陈平原、王德威编：《北

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 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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