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書主體內容共五部分。

首先，從釐清古代「小說」和「志怪」詞義與用法入手，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小說」

延續漢代的用法，仍然指非主流、非官方意識形態的言論、學說，具有極強的邊緣意味。在其

時文人士子手中被演繹成為一種言說方式和書寫筆法，用以表現其「越名教任自然」的精神訴

求。

第二，「志怪」由記述怪異內容轉而昇華為一種反常規、求自由的語言遊戲，作為「小說」

筆法之一種，成為其時文人士子「人的自覺」與「文的自覺」的一種體現。本書將一般所謂的

此時期的志怪小說稱為志怪「小說」或志怪書。

第三，探討玄學和志怪之內在的、隱秘的關聯。本書認為，玄學和志怪在「歧出」之性質、

對生死和時空的超越等方面都可互相發明，甚至玄學的方法都在志怪書中有所體現。二者以互

文的關係構建著那個時代整個文化有機體的「大文本」。

第四，探討佛教與志怪之關係。佛教的興盛必須借助本土文化。其時的清談風習是上層社

會傳播佛教志怪故事的主要渠道。中土的佛教志怪書撰者在記錄、整理佛教志怪故事時，往往

流露出明顯的本土文化為體、佛教文化為用的本末意識，這與其知識結構、思想意識中本土文

化為主體有關，也是玄學崇本息末的方法之體現。

第五，從文化大、小傳統的角度發現魏晉南北朝志怪書的狂歡意味。原創於民間的志怪故

事被文人士子轉換成書面語言，民間敘事融合精英階層的書寫趣味，便有了志怪書的出現。文

人士子之所以熱衷撰寫志怪故事，主要目的仍在於試圖學習民間文化中隱含的社會規則，重建

新的、建康的社會秩序，為自己的靈魂尋找到終極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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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雲的博士論文終於要出版了，這對她、對我來說都是一件很值得慶賀

的事情。俗話說十年磨一劍，從博士論文答辯到現在，振雲的這部論文整整

修改了十年之久！從當初的 20 餘萬字，到現在的洋洋 40 萬言，其中的甘苦

只有作者自己知道。當真是工夫不負有心人，經過了長期的打磨、加工，這

篇論文已經從一篇明顯生澀、單薄的博士論文變成了一部成熟、厚重的學術

專著。作為當年的指導教師，我由衷地感到驚喜與欣慰。 

振雲是 2002 年考取北師大文藝學專業博士研究生的。北師大文藝學學科

歷屆都有不少極為出色的學生，這使得有些剛剛進入這個學科讀書的學生頗

有壓力。記得振雲入學半年多的時候曾因學業繁重而失眠，看到別的同學在

課堂、讀書會或平時交流中侃侃而談，知識面廣、閱讀量大，她產生了很強

的自卑感，她希望能靠努力向同學們看齊，但越是用功，就越是失眠，而失

眠又導致讀書效果欠佳，似乎進入了一種惡性循環之中。記得有一次她愁眉

苦臉地向我訴說自己的困境，居然提出退學的想法。我愕然之餘，只有安慰

與鼓勵。我說你的基礎並不差，在山東師大讀碩士研究生專攻古代文論，現

在對西方一些新的理論不大熟悉，這並不奇怪。做學問原本就是各有所長，

我們不能以自己的長處和別人的短處相比，也不應該拿別人的長處來比自己

的短處。作為博士生，關鍵還是在於寫出一篇像樣的博士論文來。在我的勸

說與鼓勵之下，振雲終於振作精神，沉下心來，默默讀書，專攻魏晉志怪小

說，兩年半之後終於拿出一篇有相當學術水準的博士論文來，不僅順利通過

答辯，而且得到很高的評價。 

振雲的這部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加工而成的著作對魏晉志怪小說

進行了深入研究，其可稱道者有三：其一，對志怪小說產生的文化心理原因

進行了深入探究。例如對中國源遠流長的巫術文化傳統及其思維方式與志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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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的密切關聯、延續數百年的儒家比興傳統對志怪小說形成的重要影響

等，都進行了精闢的分析。二是對玄學之於志怪小說興起的影響進行了令人

信服的闡發，揭示了玄學的生死觀、時空觀在志怪小說中的具體表徵。其三

是條分縷析地闡述了佛教文化與志怪小說之間的複雜關聯。對於魏晉六朝名

士與對佛學的熱衷、佛學與玄學的深層聯繫、佛學在志怪小說中的呈現等等

具體問題進行了細緻梳理與剖析。這三個方面都關涉到中國思想史的重大問

題，與古代思想文化的源流與走向密切相關。從這幾個角度觀之，志怪小說

也就成為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獨特表徵，而對志怪小說的研究也就成為深入

揭示中國傳統文化深層意蘊的一個重要視角。 

多年來，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一直在倡導文化詩學的研究方

法，導師們在課堂上介紹文化詩學的基本特點與操作路徑，學生們也就在論

文的寫作中加以實踐，振雲的這篇論文也是如此。可以說這部著作是較好地

運用了文化詩學的研究方法的。在中國古代文論研究領域，文化詩學方法的

根本之點就在於通過大量散見於經史子集中的文獻材料，構建一種作為研究

對象的文學現象賴以產生、存在與演變的文化空間（或者稱為文化語境），進

而深入梳理文學現象與這一文化空間之間的動態關係。這種研究的目的是揭

示或呈現作為研究對象的文學現象在生成過程的複雜關聯性，換言之，是通

過對文學現象生成軌迹的梳理，呈現一定的時空中文化的整體性，或云整體

的文化狀況。因此，文化詩學研究方法在根本上乃是把某種文學現象作為一

種文化整體性的表徵，借助於文學研究而進入到文化闡釋之中。也可以說，

是揭示某一文學現象的文化蘊涵及其生成的文化歷史動因。如此說來，文化

詩學並不能完成所有的文學研究任務，而只是在一定層面上具有自己的適用

性。例如，文化詩學就無法解決文學的審美問題，因此，它不能替代審美詩

學的功能與作用。細讀振雲的這部書稿，我們不難看出，她是在極力踐行文

化詩學的研究方法。可以說，她的這部著作是從志怪小說的角度敞開了魏晉

文人的豐富的精神世界。 

振雲為人善良、淳樸，待人接物沒有半點虛偽矯飾，立身行己頗有古風，

這是難能可貴的。現在她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學者，希望她在此基礎上持之

以恒、繼續探索，不斷取得新的成績！ 

2015 年 6 月 21 日於北京京師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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