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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文学: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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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魔幻文学是神话叙事传统的延续，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演绎着有关人类、自然以及生命主体的重大

命题，它使传统活跃在现代人的心灵世界，同时又接受不可逆转的现代性，并且试图超越现代性，这是一种后

现代的世界观。行走在传统与现代之路上的魔幻文学呈示出丰富的内涵，影响着儿童文学的发展轨迹; 魔幻

文学所呈现的后现代世界观，对于现代人及儿童来说也具有精神上的导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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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叙事形成于世界发端之时，它与神话一

样，是执掌正义与邪恶交战的权杖，是打开毁灭或

创造之门的钥匙，也是联结过去和未来桥梁的中

介。神话永远涉及过去的事件，但是人们赋予神

话的内在价值植根于这一事实: 被视为发生在某

一时刻的事件形成了一种长期稳定的结构，后者

跟现在、过去和将来同时都有联系。魔幻文学可

以说是神话叙事传统的延续，《魔戒》、《纳尼亚王

国传奇》、《黑质三部曲》等宏伟的长篇巨制，都在

传统和现代之间演绎着有关人类、自然以及生命

主体的重大命题，波澜壮阔的情节不仅激发了现

代人强烈的阅读兴趣，也深深撼动了他们的心灵。
本文旨在通过对行走在传统与现代之路上的

魔幻文学形态的描述，呈示魔幻文学的丰富内涵。
一方面，魔幻文学使传统活跃在现代人的心灵世

界，并且随时准备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重

现; 另一方面，它以文学的图景描画不可逆转的现

代性，同时又借助英雄归来的叙事模式超越现代

性。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后现代的世界观，而这

样的世界观，对于现代人来说具有精神上的导引

作用，这也正是魔幻文学的价值所在。

一、向传统回归

魔幻文学向传统的回归，在形式上是反抗

“祛魅”的“复魅”，也就是试图将现代人从理性的

牢笼里解救出来。这种回归传统的努力，并不是

抛弃现代社会完全回到原始生存状态，而是“向

前回归”，向过去回归，向传统回归。
即使传统看上去按部就班地在现代性面前不

断后退，正如森林在牧场或田野面前、田野和村庄

在大都市面前后退时的运动一样，但它并不因此

而失去了它在现时和当代历史时期中的作用。伊

夫·瓦岱认为，“过时”总是具有现时性的。比如

童话在形式上表现的是曾经发生过的事，但它可

以在过去的形态中来描摹现时。这种具有现时性

的过去或许曾经被遗忘、忽视、怀疑和埋没，但它

一旦被挖掘，就属于一种奇特的时间范畴: 在这

里，人们以为已经死亡的东西却突然表现得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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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起来。也就是说，有些“过时”的东西并不会

被废除，它们一直存在，而且随时会复现。因此，

时代的界限是分明的，时间并没有消失，但是浓密

的往昔在作品中又重新变得令人熟悉。现代性与

古代性之间的断裂被超越，叙事者在讲述一个当

代故事时毫不犹疑地去依靠昔日的丰富资源。这

种叙事方法在我们习惯上视为很遥远的那些时代

之间建立了一种永久的循环机制，使这些时代借

助一些捷径、一些隐秘的渠道来进行沟通。用一

个具有主题意义的比喻来说，这就是穿过田野走

捷径: 过去和现时属于同一个精神空间。所以，不

应当再把现代性视为古代性的对立面或把古代性

视为现代性的对立面，正如波德莱尔曾经要求的

那样，应该试着把现代性 ( 它在不断地变化并将

我们带向没有确定方向的地方) 与永恒性 ( 它使

我们 与 所 有 的 时 代 保 持 联 系 ) 放 在 一 起 来 考

虑。［1］113

与此同时，精神分析和现代民间文学或民俗

学话语都把各种民间文学或民俗形式想象为感性

的、直观的和幻想的东西，并且在此基础上发掘其

对现代性的理性偏执或种种“疾病”的疗救价值。
1908 年 12 月 26 日，鲁道夫·斯坦纳在柏林做的

颇具影响的演讲《童话的解释》中，明确地阐明了

文明与民俗相反的退化论性质。按照他的说法，

童话属于无法追忆的时代，那时人仍然有洞察力，

人能够接近精神现实。现在，人错误地卷入理智

的追逐，失去了与精神现实的接触。所幸，通过阅

读和理解童话，现代人能够试着找到他失去已久

的精神遗产。荣格用神话色彩少一些的语言同样

指出，神话及其原型“回归到一个有其自身精神

偏好的史前世界”。在失去恩典并被文明玷污之

后，人需要沉溺在神话和故事中，以抚慰自己受伤

的灵魂，神话和故事被认为至少提供了一部分精

神救赎。［2］

1974 年安徒生文学奖获奖者瑞典作家玛丽

亚·格丽佩说:“向现实屈服并未使现实更真实。
它似乎愈来愈不真实，难以解释，深不可测。它就

悬在空中……现在，现实却是分裂的，令人无法把

握它。但我们对此毫无办法，只能继续朝前走。

我朝前走的办法是读童话———它可以让人向后

转。今 天 更 令 人 生 疑———今 天 童 话 更 让 人 需

要。”［3］
当作家在长大过程中发现自己尽管装得

很幸福，却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自然快乐时，开始感

到自己很陌生，觉得自己正走向异化，于是她渴望

回归童话，为了重新寻找儿时丢失的东西。格丽

佩所说的“向后转”，其实就是我们认为的向过去

回归。魔幻文学正是从童话传统的承继中，为现

代人找寻灵魂提供了适宜的居所。
继承过去的形式，并非等同于过时和落后，同

样，包裹着现代装饰的艺术，也并非意味着超前。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现代版的灰姑娘故事，尽管主

人公穿着时尚服饰，使用现代语言，但其中所体现

的观念却与格林时代并无二致，灰姑娘们等待的

是上天的垂青和奇迹的发生，希望借此改变命运。
而以古老形态出现的传统灰姑娘故事，却有可能

包藏着全新的现代意涵，就像美国作家盖尔·卡

森·乐文的《魔法灰姑娘》，作品以第一人称的视

角展开故事，通过主人公的娓娓叙说，引领读者慢

慢进入爱拉丰富的内心世界。
在这部带有魔幻色彩的幻想小说中，施法术

的仙女、传递信息的神奇童话书、精灵森林、食人

妖和巨人等超自然元素，都被自然融入现实事件，

而其中的仙女角色更是异于传统形态。曼蒂说她

作为仙女，只能施些小法术，比如烹调出好吃的东

西，制作治病汤药和神奇补品等。除了愚蠢的露

欣达，仙女们并不轻易使用危险的大法术，因为万

物是此消彼长的，所以露欣达所谓的美好礼物往

往变成糟糕的诅咒，她会祝福两个相爱的人永远

在一起，结果他们无论到任何地方，另一半都得跟

着，冲突和烦恼不可避免地发生。曼蒂为了惩罚

露欣达，让她当了三个月的松鼠后，又当了三个月

惟命是从的人类。露欣达从中尝尽苦头后就决心

不再使用大法术，她还帮爱拉变出美丽的饰品和

马车去参加王子的舞会，但这同时意味着，露欣达

不可能帮助爱拉解除咒语。最后，是伟大的爱带

来的坚忍、刚毅以及违抗命令的强烈意志，使爱拉

破除魔咒，她从此放下一个巨大无比的负担，变得

更大更充实也更完整。爱拉从没有放弃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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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以内心的力量拯救了自己，获得渴望已久的自

由和爱情。可以说，传统童话模式只是《魔法灰

姑娘》借用的故事外壳，作品所传达的人物个性

和观念意识完全是现代的，它集中展现了少年成

长过程中对心灵自由和自我实现的渴望，因此才

会 成 为 真 正 帮 助 当 下 儿 童 成 长 的 现 代 灰 姑 娘

故事。
当然，向传统回归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简单地

回复到前现代世界观，因为现代世界观的很多真

理和价值是同时被保留下来的。任何简单地回归

到前现代的做法都是不可能的，通向现代性的道

路不可逆转，同时我们又必须超越现代性。

二、现代性批判

向着传统回归的魔幻文学，往往在对现实观

照的过程中建立批判的维度，传达作家的现代性

思考。尽管对于如何准确地定义“现代性”，许多

哲学家和文化学者争执不休，但他们中的大部分

人都认为，虽然现代性包括了众多不同的观点和

视角，不过总的来讲，它都代表了一种万物不再永

恒的态度或感觉。在现代魔幻世界里，妖精的魔

力开始减弱，甚至面临消失的危险，如同《五个孩

子和一个怪物》中的沙仙桑米阿德。艾伦·加纳

在《苏珊的月亮手镯》中告诉我们，妖精被人类的

尘埃、丑恶和肮脏的空气驱赶到人迹罕至的荒凉

地带，他们正遭受烟尘病的折磨，而魔法师也被进

入理性时代的人们赶入记忆之中，变成冬天夜晚

的迷信、幽灵和恐惧，成为嘲笑和怀疑的对象。妖

精和魔法师们的没落和无奈，让人感受到了现代

社会的窒息。
工业主义使得我们居住在一个人造环境中。

这是试验、发现和创新的时代，也是一个讲究算

术、秩序和理性的时代，算计的理性却又开辟了一

个虽是世俗经验的但仍是乏味而平庸的秩序趣

味。针对这种多少有些压抑的理性，出现了浪漫

主义的反动。在浪漫主义者看来，显然，理性将人

简单化和数字化了。他们的各种行动主张和观

念，就是将平庸的理性外壳炸开，将人性的复杂和

多样性显露出来。汉斯-罗伯特·尧斯指出: “所

有的 浪 漫 主 义 者———无 论 是 保 守 派 还 是 进 步

派———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有一种失落感，他们

自己的时代所表现出的不完整性使他们产生了这

种感觉。”［1］54
而现代性———尤其是它的“技术—

经济”体系———恰好是驱动人在简单化和机器化

的路上奔跑，它造就出来的最后产物就是马尔库

塞所说的“单面人”。
魔幻文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思想界对单

向度社会和由此而产生的单向度人的忧虑。现代

人需要一面“约翰·佩蒂克鲁的镜子”，在童话的

想象中找寻美好的自我。可是魔镜被摔碎了，打

破了人们想要变好的美好希望，生活依然在争吵

和抱怨中继续，只有聪明人约翰·佩蒂克鲁还保

存着一块镜子的碎片，不时地照一照，以保存自己

的庄严形象。托尔金则通过塑造中洲世界这一梦

想来对付现代性，这个虚构的世界并非现实世界

的影子，而是人类心灵的镜子，从中可以映照出物

质极大丰富而精神却徘徊不定的现代人的面孔。
在托尔金动笔写《魔戒》之际，现代情绪开始

在当时的西方学术圈中弥散。托尔金目睹了太多

的同时代人为了给他们的怀疑主义开道，走了条

抛弃整个西方传统的捷径，因此他对大多数这种

现代宣言都抱有怀疑，视其为绝望的表征，于是予

以抵制，这是他写作这部小说的部分原因。和伯

曼不同的是，托尔金设想，不依靠那些我们掌控不

了的力量，我们仍然可以向着善做些改变的努力。
魔戒本身就带有一种现代性，那些最感到绝望的

人正是那些对它力量梦寐以求的人，他们屈从邪

恶，标榜的却是利用邪力达到善的目的的梦想。
相反，通过了考验的人，决心不用戒指也能打败索

隆的人，成功地摆脱了托尔金设下的这个伪困境。
弗拉多、阿拉贡和刚多尔夫之所以能打败索隆，靠

的是彻底和他划清界限，是想方设法让他无力可

施，而不是和他正面交锋。魔戒给人以错觉，让人

觉得可以利用其力改造世界，这可视为托尔金对

抗现代性的一个隐喻。所以借用托尔金笔下人物

的办法，读者也可以逃出伯曼所描述的现代性困

境，即通过回望神秘的过去，在不断演化的历史中

找到自己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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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托尔金只是想以他的故事，构筑一

部虚构的现代世界史前史，换句话说，《魔戒》是

一部关于现代不满是如何发生的历史。托尔金从

现时代的困境回溯到他想象出的一个虚幻源头，

他走了一条中间道路，没有描述能让现代思想获

得如此广泛认同的 20 世纪的境况，而是构想出一

个中洲世界的困境，让他笔下的人物去面对读者

一样要面对的智识危机。关于现代性，也许托尔

金告诉不了我们很多，不过他对现代性是如何发

生的却颇有见地。
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对许多现代读者产生影

响，原因之一就是作者创造了这样一个梦想世界:

我们能在其中发现可以信赖的强大的真理，不管

有多么强大的邪恶力量企图推翻它，我们仍然知

道它就是真理。托尔金明白，在一个晦暗不明的

世界里，读者渴求明确、肯定的东西。看到他尊崇

的智识和文化传统不是无奈逝去，就是饱受批判，

托尔金自己也感到深切的悲哀。于是，在他的小

说世界里，传统受到的礼遇要远远好于现时代，那

是我们生活中类似事物的理想主义源头。在这个

世界里，如果人们能够不存半点犹豫地知道什么

是好的，什么是对的，世界会变得怎样，人仍然有

能力拒斥可能颠覆人本身的东西。［4］133

由索隆和精灵共同铸造的魔戒代表了中洲世

界最强大的技术。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

把魔戒看成是工业技术的象征，他说: “戒指代表

了工业技术: 把绿色的大地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

是化学污染笼罩下的丑陋工厂。”［4］18《魔戒》是托

尔金对 20 世纪“物质的兴盛”的批判。物质欲望

无限膨胀，会把人对爱、自由和美的精神理想抽

空，把人变成生命之外的、冷漠的物的奴隶，如同

魔戒把原本纯良的古鲁姆变得渺小、卑贱、脆弱一

样。拯救人类，必须抵抗魔戒的诱惑，坚决毁灭

它。这也是托尔金给 20 世纪深陷物质主义的人

们指出的道路: 忏悔吧，忏悔心底罪恶的欲望，只

有砸掉物质欲望的镣铐，才能救出自主的灵魂，实

现更高意义的精神追求。
确实，托尔金以《魔戒》为载体，批判他所厌

恶的科技工作者、现代主义者、制造污染者以及积

习难改的消费者。托尔金创造了完全令人信服的

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完全没有科技的踪影，正如

约翰·卢克特所说，那是“一部与二十世纪完全

相对立的、包罗万象的神话故事……描绘他所体

验的宇宙———是灵魂在这个荒原世纪中所体验的

另一个现实”。借此，托尔金并不仅仅为了满足

他个人的愿望，而且试图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信

念和想法。科林·威尔逊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这一

点:“《魔戒》是对现代社会及科技文明价值的判

断。它声明了自己的价值观，并希望读者相信，它

们远比现有的价值更好……既攻击现代社会，也

是一种信念，是一个宣言。”［5］228
所以，《魔戒》根

本就是一个现代性寓言，就像伯纳德·莱文评价

的那样，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有史以来最

伟大的作品。它给予这个身心倍受伤害的时代以

慰藉，它使人们再次确信爱好和平的人能掌控世

界。”［5］216

三、后现代视景

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儿童文学的发展

轨迹的确受到了文学潮流的影响。如果将儿童文

学放在后现代的背景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儿童

文学接受了其建设性的内涵和向度。建设性后现

代主义不是简单的否定和消除，而是以对现代主

义的前提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建构后现代世界

观，强调新事物的创造。
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向度有三个表征，一是

倡导创造性，二是鼓励多元思维风格，三是倡导对

世界的关心爱护，其中第三点尤为重要。福柯十

分标举一向被基督教和传统哲学蔑视为“邪恶”
的“好奇心”。他认为好奇心“唤起关心，唤起对

存在着的事物和可能存在着的事物的‘关心’”，

它使人们对现实敏感，它准备发现我们周围稀奇

古怪的东西。因此，福柯憧憬着一个“好奇的新

时代的来临”，这显然是针对现代人对世界态度

冷漠、感觉迟钝而生发的。［6］D． R． 格里芬等人所

倡导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便将福柯的“憧憬”
具体化，试图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主张

消除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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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操纵与计算的孤立状态中解放出来。总之，后

现代主义所讲的否定是带有关怀意识的，其否定

的目的是为解放人们的思想，拓宽人们的视野，为

人们争得自由。
在后现代世界观的影响下，魔幻文学领域也

开始出现了有关解构和建设的新的叙事话语。英

国作家菲利普·普尔曼的《黑质三部曲》由《黄金

罗盘》( 1995 年) 、《魔法神刀》( 1997 年) 和《琥珀

望远镜》( 2000 年) 三部作品组成一个神话般的宏

伟结构，其中展开的宗教、量子物理学以及道德沦

丧等议题，就可以放置在后现代的视野中加以

阐释。
菲利普·普尔曼仿佛把故事带回到了创世纪

之初，主人公威尔和莱拉成为了现代亚当和夏娃，

承担起拯救世界的重任。故事的最后，人类历史

的进程依然没有改变，但是由于经过众多生命主

体的抗争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刘易斯在《纳尼亚

王国传奇》中，也让四个孩子充当人类亚当和夏

娃的角色，他们为拯救一个新的世界而努力。与

《黑质三部曲》不同的是，《纳尼亚王国传奇》展现

了在世界创造以前基督受难、赎罪和复活的过程，

传达了浓厚的宗教意图。作为基督教强劲的护教

学家，刘易斯创造“纳尼亚”的宗教意旨是很明确

的，作家在作品中成为一个隐藏的基督徒，通过人

物、环境和另一个世界的神性叙述，传达他的艺术

和思想观念。通过对照我们发现，菲利普·普尔

曼实际上是用一种后现代的视角处理宗教的问

题，充满批判和质疑。
普尔曼凭借《黑质三部曲》的终曲《琥珀望远

镜》获得英国惠特布里德文学奖 2001 年“最佳年

度好书奖”和“最佳童书奖”两项殊荣，这是该奖

项自 1971 年成立以来首度由童书作家赢得“最佳

年度好书”大奖，英国各大媒体都以“历史性的一

刻”来形容这一消息。惠特布里德奖评审团认

为，普尔曼诠释上帝的观点胜于神学家刘易斯。
普尔曼回到人类最初的伊甸园，不是为了创建一

个理想的王国，而是通过想象的方式描画人类历

史发展的踪迹。其结局给人以启示: 世界即使有

重新开始的可能，也将依然按照原初的道路前行，

罪恶不会消失，但我们必须时时审视自己的灵魂。
普尔曼通过作品所体现的宗教观念让人想起令人

争议的《达·芬奇密码》，教会受到了质疑，连上

帝都现出了他羸弱的面孔。但这并不完全等同于

对宗教信仰的全盘否定，作家只是借此找寻一条

更为合理的道路，并表现出恢复信仰的努力。世

界必须按照既定的轨迹运行，因此作家没有将主

观意念强加给读者，一切交由他们自己去选择和

判定。这正是后现代世界观的一种体现: “虽然

传统的上帝观念已经遭到反驳，但是对上帝完全

失去信仰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却在一切方面超过了

这种反驳所具有的正面意义。调和上帝和现代世

界观的各种尝试都未获得成功。正在兴起的后现

代世界观，在消除传统上帝观念固有的致命问题

的同时，也为恢复对上帝的信仰准备了条件。”［7］

与此同时，《黑质三部曲》所呈示的各种各样

的魔法使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作家的后

现代科学世界观。现代科学导致了世界的祛魅和

科学本身的祛魅，而在后现代的整体有机论中，科

学和世界都开始了复魅的进程。消除真理与德行

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伦理与实际需要的分

离是后现代科学的目标。按照伯姆的说法，“世

界若不包含于我们之中，我们便不完整; 同样，我

们若不包含于世界，世界也是不完整的”，“如若

我们将世界包含于我们的意识之中并施之以爱，

包含着我们自身的世界就会有所回报。”［8］

普尔曼的魔幻文学表述便是在这样的观念背

景下展开，黄金罗盘、魔法神刀、琥珀望远镜三样

各具魔力的宝物，其意义基本等同于现实人类的

科学技术。莱拉通过真理仪可以看见很多未来的

事情，马隆博士在琥珀望远镜中看见了尘埃的脚

步，威尔的魔法神刀能够在不同世界之间切开进

出的窗口。我们发现，这三个人在凭借宝物达成

利益时都融入了心灵的体会。莱拉使用黄金罗盘

仅依靠她的天赋与直觉，只要她投入情感去探知

奥秘，真理仪就会对她展露事实的真相，而当威尔

带着对母亲的思念运用魔法神刀时，刀子便会断

裂，因为它唯一不能切割的东西就是爱。这种将

魔法与心灵结合的方式，同样表现在女科学家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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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身上，她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尘埃，并且帮助威尔

和莱拉实现了亚当和夏娃的角色转换。当莱拉、
威尔和马隆博士共同完成使命之后，宝物或者失

去了原来的意义，或者被毁灭，这才是它们的最好

归宿。
对于孩子而言，理解宗教和科学的复杂命题

似乎是过于沉重和艰难了，但他们至少可以透过

莱拉和威尔的历险故事知道，无论身处怎样的时

代和环境，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对自己和周围的

世界做出正确判断，更需要自我沉思与果敢行动

的能力。在魔幻文学中，英雄的使命总是降临于

普通人身上，这正体现了一种后现代的英雄观。
莱拉和威尔，他们虽是普通少年，而且也有弱点，

但他们愿意承担责任，敢于直面现实，因此，他们

成为了真正属于孩子们的今日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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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tasy Literatur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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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ntasy literature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tradition of mythical narration． It interprets major
propositions of human，nature and lif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t activates the soul of tradition in the
modern world，and at the same time accepts the irreversible modernity，even tries to go beyond modernity，

which is a post-modern world view． Roaming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fantasy literature presents a
rich content，and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ts post-modern world view plays the role of
spiritual guidance for the modern man and children．

Key words: fantasy literature; fairy tale tradition; modernity; post-modern

( 责任编辑 钟晨音)

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