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古族小说家尹湛纳希（1837—1892）的代表作品之一——《一层楼》，是一部充满批判现实主

义精神的长篇言情小说。《一层楼》完成于1864—1865年间，略晚于《红云泪》，但其在艺术水准和反

映现实的深度上远高于《红云泪》，可视为尹湛纳希的重要代表作品。《一层楼》与续篇《泣红亭》及

《红云泪》等开创了蒙古族文人创作现实主义题材长篇小说的先河，填补了蒙古族文学的空白，引

领着民族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这部小说在尹湛纳希的创作中乃至清代后期的文

学版图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当是毋庸置疑的。该作品在描绘十九世纪漠南蒙古社会风情、贵族家

庭生活和青年男女爱情的同时，反映了该时代人们精神的异动，特别是价值观念的变化，传递了小

说家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观。

在作品中，小说家看似无意，实则精心地选取了诸多见于现实生活中的物象，用以表现特定的

文化理想和精神追求，其深层的精神图式被隐喻性地投射到了这些物象上，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更为

深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内涵。书中曾两次出现的九连环、七巧图即为具有较强隐喻性的物象之

一。文学是隐喻性神话，以隐喻性方式，描绘和反映人生、社会或自然，是文学的本质性特征之一。

尹湛纳希对于九连环、七巧图隐喻性的开掘，具有较为重要的文学意义和美学价值，主要表现为它

在捕捉意象，钩沉题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写实助表意，以表意提升写实的精神性价值，

以此彰显文本中所蕴含的哲学命题。同样重要的是，他对于九连环、七巧图的隐喻性书写，具有较

强的文化反思性、辩证性、警示性和启蒙性，突出了作品的意义和内涵。在对清代小说的研究中，

目前尚缺对少数民族小说家特别是蒙古族小说家思维方式的研究。因此，对上述特征做一较为全

面的认知，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尹湛纳希的隐喻思维方式，同样有助于我们了解清代蒙古族

小说家的认知能力和思维路径。

文化反思的力量
——论《一层楼》中九连环和七巧图的隐喻及其特征

叶立群
（辽宁社会科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1）

摘要：《一层楼》是清代蒙古族小说家尹湛纳希的一部充满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长篇小说。在作品中，尹湛纳希对于九连环、七巧

图隐喻性的开掘，具有较为重要的文学意义和美学价值。主要表现为它在捕捉意象、钩沉题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写实助表

意，以表意提升写实的精神性价值，以此彰显文本中所蕴含的哲学命题。同样重要的是，他对于九连环、七巧图的隐喻性书写，具有较

强的文化反思性、辩证性、警示性和启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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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九连环、七巧图的隐喻性书写

九连环、七巧图、华容道、鲁班锁，是中国传统智力游戏中的四绝。其中九连环产生于战国时

期，《战国策·齐策》载：“秦昭王尝遣使者遗君王后玉连环，曰：‘齐多智，而解此环不？’。”①其中玉连

环即为九连环前身。这种后来多使用金属制成的巧环成熟于宋代，明代已流传甚广。宋周邦彦《解

连环》词云：“信妙手，能解连环。”② 明代杨慎在《丹铅总录》中详解九连环之制：“两环互相贯为一，

得其关捩，解之为二，又合而为一。今有此器，谓之九连环，以铜或铁为之。”③七巧图则成熟相对较

晚，其源头应为宋代黄伯思的《燕几图》，“以方几七，长短相参，衍为二十五体，变为六十八名”。④

明代确定了基本形制，清代进一步完善并广泛流传，“有《七巧图》，其式五，其数七，其变化之式多

至千余，体物肖形，随手变幻，盖游戏之具，足以排闷破寂，故世俗皆喜为之”。⑤ 传行于嘉庆年间的

《七巧图》，是现知最早的刊本。与九连环不同的是，《七巧图》传入欧洲后，被迅速接纳，这种被称

为“唐图”的智力游戏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并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明证之一。

在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中，《红楼梦》对九连环的描写最为典型，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

府宝玉会秦钟》中写到黛玉在宝玉房中拆解九连环。有红学研究者据此解读宝黛爱情，太平闲人等

评：“九连环，天数也。宝黛何能解此。”⑥当代学者徐绪乐、高铁玲则解为“相扣连环解脱难，大千世

界本牵连。平心静虑思来去，游戏当中可悟禅”⑦。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中描写七巧图，《一层楼》当

为首次。民国小说家郭则沄在《红楼真梦》第三十一回中，关于蕙哥和奶子丫头们摆七巧图玩的情

节也较为精彩，但《一层楼》成书比郭著要早七十多年。

《一层楼》中对九连环与七巧图的表现，分别出现在第二十回《松月轩独琴律自和 教谕斋双玉

声相抵》和第二十三回《展才智赋七巧图 寻根究底九连环》中。第二十回写琴默在璞玉房间楠木雕

桌上发现七巧图，感觉异常新奇，璞玉向她介绍后，将七巧图借给了琴默。在对话中，璞玉表达了

对七巧图的推崇和对九连环的看轻，琴默则表示七巧图虽新鲜，也许更见智慧，但也不可轻看了九

连环。第二十三回则以更大篇幅、在更多的层面予以表现，其内容包括德清、圣如破解九连环，璞

玉寻讨七巧图，璞玉、琴默交流如何摆七巧图，琴默做《七巧图赋》，众人探讨九连环结构及其文化

蕴涵等。其中《七巧图赋》最为精彩，内蕴也最为深厚。

尹湛纳希将璞玉等几位男女青年围绕九连环、七巧图所进行的交流与争论设置为故事层，对于

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和反映社会风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讲故事的

过程中，他赋予了九连环、七巧图更深层次的意蕴，将其营建为承载着价值理念和时代精神的文化

意象。桑塔耶那认为：“在一切的表现中，我们可以区别出两项：第一项是实际呈现出来的事物，一

个字，一个形象，或一件富于表现力的东西；第二项是所暗示的事物，更深远的思想、感情，或被唤

起的形象、被展现的东西。”⑧他所阐读的虽然是自然主义美学范畴的内容，却与尹湛纳希的审美追

求非常契合。尹湛纳希对待两种益智玩具的态度及相关解读，即是对时代的精神本体的隐喻性表

述。这种表述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历史维度，二是文化维度。在尹湛纳希的时代，尽管九连

环、七巧图等是存在于现实中的事物，但他在开掘其内涵时，从当下的时间点扩展到更长的历史维

度，承认事物和观念的历史性存在，在历史语境中揭示事物的本质及观念的变化。首先，尹湛纳希

视野中的九连环与七巧图，具有历时性的特征。九连环在蒙古人生活中的历史性存在与七巧图的

① 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08.

② 周邦彦，周邦彦词［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19.

③ 杨慎，升庵全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893.

④ 陆以湉，冷庐杂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3.

⑤ 陆以湉，冷庐杂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3.

⑥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93.

⑦ 徐绪乐，高铁玲：诗评易注红楼梦［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394.

⑧ [美]乔治·桑塔耶那，美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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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入，是历史性的演化。在他看来，较之九连环，七巧板更具现代性，新旧变换，时序更替，是自然

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对新生事物的接纳，同样是对历史的尊重。其次，作品中所表现的九连环

和七巧图，寄寓着尹湛纳希对待历史的态度：对历史，决不能轻视；对于历史传统，要继承，而不是

抛弃；要批判式继承，不要全盘接纳。像九连环和七巧图这样的物件，虽非关系国计民生之物，却

也是渗透到社会生活并影响人们精神世界的文化产品。作为社会文化形态表征的益智玩具，既是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们价值观念的承载物。价值观是文化中最稳固且起主要作用

的部分。因九连环出现较早，且在元朝时已经进入蒙古人的生活，尹湛纳希视其为中国传统文化

（以儒家文化为主，也涵纳了蒙古文化）的代表，内蕴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七巧图

虽也是中国传统智力游戏，但因其带有中西文化交流的印记，且进入蒙古人生活较晚，被视为新质

文化的代言人，承载着更具时代气息的价值观念。

综上，尹湛纳希小说中的九连环和七巧图，虽是茶余饭后消遣之物，却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的缩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投射着历史变迁、文化传承、观念迁延的影像。对于九连环，更多地

强调了其传统价值特别是其所反映的民族精神。对于七巧图，则特别注入了新质、开放、多元的文

化内涵。

二、隐喻书写的文化反思性和辩证性特征

尹湛纳希对九连环和七巧图的隐喻书写，具有强烈的文化反思性特征，并体现了一定的辩证

性。

反思性是人文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黑格尔认为：“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

其为思想。”①因此，文化反思的核心在于通过对自身及所在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观念的反观，得以重

新审视所处的文化生态系统。尹湛纳希文化反思的动力，源于他的忧患意识和担当意识。综观他

的成长历程，始终以践行民族责任、历史责任、文化责任为己任，并具有强烈的担当意识和忧患意

识。尹湛纳希的为学与为文，以勿忘祖先、破除蒙昧为原初动力。撰写《青史演义》即有感于很多

蒙古人“对于本民族蒙古人的历史却一窍不通”“台吉尹湛纳希我见他们如此，叹息不已，由来久

矣”②。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担当意识，既是他创作的动力，也是他所拥有的丰厚的文化资源和

高蹈的文学坐标。由忧患和担当意识而生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由焦虑和怀疑而生的反思，

由反思走向批判和建构，是尹湛纳希以文学重构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路径。

《一层楼》成书之时，是蒙古民族日渐衰落的时期。在尹湛纳希看来，这种衰落体现为对传统的

遗失，以及民族自信的丧失。这种自信的丧失，与宗教信仰的变化有着很大的关系。根据葛根高娃

等学者的研究，“在信奉喇嘛教以前，蒙古人一向是很自信、很有尊严的。这跟他们所信奉的原始

宗教萨满教有一定的关系。在萨满教中，人和神是互相平等的，并且只要人需要，神随时会出来帮

助人。而信奉了喇嘛教以后，其中的大小诸神个个凌驾于人类之上。人要想得到他们的帮助，不是

象过去一样用施行巫术控制他们的方法实现，而是向他们祈祷、献祭，完全没有了自信与自尊”③。
“使其潜移默化的被神权所统治和束缚，故自信奉喇嘛教以来，其昔日的勇猛善战强健之风渐失，

遂化为温和萎靡，懦弱驯服，沦于安于贫困落后‘命运’之说”④。《青史演义》完成虽较《一层楼》略

晚，二者相差约五年，但其中所表达的诸多观点，相信早已酝酿成熟。在《青史演义》《纲要》中，尹

湛纳希深感蒙古人信仰出现偏差，释教误人误国：“我们的蒙古国不正是贪图安逸，溺于玄术而濒

于灭亡的吗？然而人们至今仍不知道，一心想当佛祖，到头来成了马猴，难道那佛祖是人人都能当

① [德]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9.

② 尹湛纳希，青史演义（上）［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6.

③ 葛根高娃，试论清代蒙古族文化的特征［J］.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4）：83—90.

④ 卢明晖，清代蒙古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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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吗。”①借本族学者对他的指责，痛斥族人的数典忘祖：“你瞪着两颗牛大的眼珠，竟没有读过自

己的家谱历史，忘掉了自己的祖宗！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居然不知道自己的祖宗，那简直禽

兽不如。”②他认为，民族自信的丧失，主要表现为文化自信的缺乏，“我们这里的轻浮之徒，自己不

甚懂得蒙文字语，刚刚学会几个字就轻视蒙文字语，信口胡说：蒙古语岂能完全表达出汉文的意

思。这种说法是极其荒谬的”。③在这种背景下成长的蒙古族文人阶层中的觉醒者，往往面临着强

烈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以民族文化身份重建为主要诉求，尹湛纳希极力重新审视当时漠

南蒙古的文化生态系统，剖析社会文化肌理，诊疗民族文化病症。在此过程中，他又做出了种种努

力，试图寻找民族精神之源和文化参照系。

对九连环和七巧图的隐喻性书写，是尹湛纳希所具有的文化反思精神的明证。写九连环，着力

最多之处在“解”与“九”二字。在第二十三回中，先后七次谈到九连环之解：“圣姐姐他们都在绿波

堂解九连环玩呢。”“只见德清、圣如二人坐在桌子左右解九连环。”“那九连环还算数，议论他做什

么，解过一遍便露了底。”“及其或串或解又必先留一环者。”“或串或解时，余了一个如何处置？”“若

做成三条，怎样串解？”“又若不先留下第一环，以致不能串或解时，不留又有什么法子。”④并以较多

笔墨，探讨中国文化的尚九之传统，如“天有九曜星宿，地有九江，城有九州。”“昔大元太祖皇帝，在

斡难河畔，即汗位时，聚其宗邻五邦，立其九游大纛者，也是那个意思。”⑤九连环的解与不解，是尹

湛纳希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内涵所作的注脚。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神，解与不解，既是其中所蕴

含的哲学命题，又是现实问题。中国文化中的以九为尊、以九为大，其萌芽于夏禹时期，而至《易

经》，“九”被阴阳观念化，成为阳数之极，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

九，地十。”⑥蒙古族文化传统中，同样“以九为神圣、吉祥、富足、众多的数字”⑦。写七巧图，则突出

了“摆”字和其变化无穷之特点。文中先后九次提到摆七巧图。中国文化中的摆有着布局谋篇的深

意，又与七巧图的“转移之妙层出不穷”⑧的特点相契合，体现了清人刘庆堂所说的“妙自天生，巧从

人合”⑨的文化内涵。在对九连环和七巧图等进行文学性呈现和文化性阐释的过程中，尹湛纳希试

图向高深、玄奥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和本族传统文化求解，向更为丰富、多元的中华

文化寻求价值支撑。需要特殊强调的是，尹湛纳希所做的回望与求解绝不是倒退，而是进步，是一

种积极的努力。从元代起，蒙古族的游牧文明与儒家文明不断地冲突、碰撞、对接、相互渗透、交融

互变。至清代，儒家文化对蒙古族知识阶层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有深厚儒学修养的尹湛纳

希，之所以选择以儒家文化为支撑点、进而弘扬民族文化和重构民族精神，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

量：一是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与精华部分，蒙古族文化融入中华文化的大格局是历史的

潮流，因此，吸取儒家文化的精髓，藉此推动民族价值观的重塑，是一种顺应潮流的选择，也是一种

策略性的选择。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对清朝对蒙古的愚化政策，只有用清朝奉为统治思

想的儒学，这样才有理论的权威性和说服力”⑩。二是儒家文化博大厚重，如有选择有批判的加以

吸收和阐释，会有效地破除喇嘛教的精神专制，重振已衰落的民族精神。在尹湛纳希这里，“儒学

所提供的只是一个使他注意到了蒙古文化中本有但在以前未曾注意和充分发展的东西，未用系统

的论述表达出来的东西。”“尹湛纳希的个性就是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出发，根据自己的思想需要

① 尹湛纳希，青史演义（上）［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2.

② 尹湛纳希，青史演义（上）［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6.

③ 尹湛纳希，青史演义（上）［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8.

④ 尹湛纳希，一层楼［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218.

⑤ 尹湛纳希，一层楼［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219.

⑥ 四书五经（上）［M］.陈戍国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3：198.

⑦ 高文德，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G］.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35.

⑧ 杜文彬，西班牙藏中国古籍书录［G］.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273.

⑨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北京文史资料精选·怀柔卷［G］.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45.

⑩ 胡格吉乐图，尹湛纳希与儒家文化［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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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借助儒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①。如尹湛纳希特别注重儒家文化中的尊重祖先的伦理准则。《论

语·学而》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②“述祖德”是儒家士人阶层的传统。正是从儒家文化的这

一准则出发，尹湛纳希重拾蒙古族重祖先的传统，重释了民族传统文化。他的理想是让所有的蒙古

人都知道本民族的历史和宗姓。尽管尹湛纳希在《一层楼》中所做的文学书写仅是他反思民族文

化、重构民族精神的诸多载体和路径之一，且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和理解有着一定局限性，但其中所

折射出的族群的精神困境，以及他为摆脱文化宿命和历史宿命所做出的努力，都足以彰显这种书写

的文化价值。

尹湛纳希对九连环和七巧图的隐喻性书写，还体现了一定的辩证性。他有着较强的辩证思维。

在《青史演义》《纲要》中所做的“智愚之辩”和“好坏之辩”即可见此思维：“而这智者和愚者却包含

了整个宇宙间的事物。因此，一智包含着百智，一愚包含着百愚。简而言之，智达于顶点便有害于

智，……这便是智中有愚。”③“坏到顶点便是好，笨到顶点便是智，蠢到顶点便是灵，倔强到顶点便

是软弱。凡事都离不开这个道理。”④在《一层楼》中，他借璞玉、琴默等人对待九连环和七巧图的态

度，表明了自身对待世界和事物的态度。璞玉、琴默等虽为蒙古族青年，但当时的卓索图盟，已经

呈现出丰富、多元、开放的地域文化形态，成为以汉文化为核心、多民族文化共融共存的文化高地。

加之生活在诗书之家，使这些蒙古族青年拥有了较高的文化修养和视野。他们能够辩证地对待事

物，认为万事万物都不是孤立与静止的，认同事物可以走向同一与融合。不以偏概全，承认任何事

物都有两面性和多面性，无绝对完美之物，也无一无是处之物。璞玉在思想与情感上倾向于新奇玩

意七巧图。琴默虽同样对七巧图爱不释手、赞誉有加，并为其制赋，但对于璞玉的态度，她并不认

同，认为：“也不可轻看了九连环，若寻不出机关来，也是不容易的。”⑤圣如也批驳璞玉：“古之贤人，

凡造一物，都寓有诲人之意在其中，那似你这般，夸奖起来，便说的天花乱坠，鄙薄起来，直贬得粪

土不如，肆意杜撰呢。”⑥是否具有辩证性思维，是个体和族群是否拥有文化判断力的重要标志之

一。由上可见，《一层楼》中的隐喻性书写，具有较强的辩证性。它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尹湛纳希

对于文化现象及其价值有着较强的识别、取舍和整合的能力。

三、隐喻书写的启蒙性和警示性特征

细读尹湛纳希的小说、诗歌和杂文，总会感受到一种触碰时代脉搏且奋力前瞻的冲动。《一层

楼》中对九连环、七巧图的隐喻书写及其所体现的启蒙性、警示性，恰恰是这种冲动的文学性呈现。

如前所述，尹湛纳希赋予了九连环和七巧图多重文化内涵，一方面，二者都是智慧的象征：摆七

巧图和拆解九连环之乐、之益，首要在于通过思考和运用技巧解决问题，给人带来心理上的满足

感；第二，因为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元素和思维结构与使用者的契合，同样使人产生快感；第三，这类

具有较强逻辑性的玩具，能够起到开发智力、训练思维的作用。总之，它们是智者的游戏，有如神

赐。另一方面，从历史和文化形态等角度来观察，对于九连环，尹湛纳希看重的是传统价值，对于

七巧图，则视其为具有新质、异质文化特征的事物。尽管对于传统有着足够的尊重，但仍无法掩抑

他内心深处对于新生事物、新的文化现象的尊崇与更为强烈的追求。毋庸讳言，与许多思想家、文

学家一样，在对待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上，尹湛纳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辩证的态度，但

也充满着矛盾。在矛盾与挣扎中所显露的倾向，所凸显的价值观，也就更见珍贵。

由于蒙古族地区的经济基础为传统畜牧业，加之封建世袭领地的政治制度和藏传佛教意识形

① 胡格吉乐图，尹湛纳希与儒家文化［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2：48.

② 四书五经（上）［M］.陈戍国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3：17.

③ 尹湛纳希，青史演义（上）［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24.

④ 尹湛纳希，青史演义（上）［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29.

⑤ 尹湛纳希，一层楼［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84.

⑥ 尹湛纳希，一层楼［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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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存在，启蒙与改良思想的传播也略显滞后和艰难。在西学东渐和国人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新

的风气、思想、观念，均需通过西方—内地—蒙地这样一个路径来传播，且无法逾越。但因所处地

域文化环境和家庭环境的特殊性，与众不同的禀赋与深厚的修养，使尹湛纳希成为蒙古族最具开放

精神和较早接受启蒙思想、并成为启蒙思想代表人物的知识分子之一。其他几位分别为哈斯宝、罗

卜桑悫丹和贡桑诺尔布。前文已述，19世纪的辽西卓索图盟，已成为融合程度空前的民族熔炉，构

建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多民族文化共融共存的文化环境。在此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尹湛纳希，也比其

它蒙古族地区的人们更早地接触近代文化思潮，初步接纳了民主思想。尹湛纳希虽一生未走出国

门，但开放的家庭环境，大量的阅读和研修、交游，加之多次往返家乡和北京的经历，使他愿意接受

新事物，能够敏锐地触摸到时代的脉动，感受到西风对东土的吹拂，对巨变在即有了一定的认知。

从尹湛纳希父旺钦巴勒的仕历、文化修养、交游及对待子女教育的态度来看，尹湛纳希生活在较为

开放的家庭环境中。旺钦巴勒虽身为蒙古族人，但通晓蒙汉满藏等多种文字，喜爱汉族诗文，接受

儒家文化，是当时漠南一带最大的藏书家。旺钦巴勒为成吉思汗二十四代世孙，曾任卓索图盟土默

特右旗协理台吉，协助札萨克主管军务，虽职位不高，但交游甚广。除处理内务外，鸦片战争时期，

旺钦巴勒有着出征抗击侵略者的经历。这些都决定着他的眼界与认知能力。少年与青年时代的尹

湛纳希，不但阅读了家庭的大量藏书，还多次进京或前往喀喇沁王府，通过读书和交往各阶层人

士，眼界大开。据考证，他九岁即“随父进京，见到色伯克多尔济（喀喇沁王）及其女”①。十七岁到

二十岁间，他多次往来于中信府和喀喇沁王府间，并在喀喇沁王府居留读书。色伯克多尔济藏书颇

丰，且不断购置新书，每次进京归来，都会带回千册图书。在喀喇沁王府，尹湛纳希还结交了挚友

旺都特那木济勒（色伯克多尔济之子）。后来，又结识了博古通今的友人绍古、精通六种文字的北

京白塔寺大喇嘛刘宝善等。上述三人均有着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开阔的视野，并对尹湛纳希产生了

较大的影响。

尹湛纳希借九连环、七巧图对于尚智、求新这一意义结构所做的隐喻性表达，背后是开放的文

化观，以及对文化平等性、多样性的追求，其终极指向是对民主的渴求和启蒙的践行。尹湛纳希开

放的价值观，主要体现于文化自信和对多元文化的吸纳。他反对故步自封和唯我独尊，批判部分蒙

古人的学识短浅，心底狭窄，提倡以开放、宽容的心态接纳他人和异族文化，提出“我本人对谁的学

说学不通晓，但是从来不责怪哪一学说是完全错误的”。“既然一切学说都是为教育他人而创立的，

那么它有什么不好或错误的地方呢”。②同时，他强调文化自信，反对妄自菲薄和贬低蒙古族文化，

痛斥那些不知自己族源的达官贵人无异于“栖息大漠丛林、峭壁岩穴之猿猴”③。他的平等观，主要

体现为民族平等论和宗教平等论。他认为，不能贬低其它地区和民族的文化习俗，各民族在文化上

的差异，确保了人类文化形态的多样性。正是基于上述理念，他才有了崇尚智慧、求新求异的自觉

和勇气。

《一层楼》中，对于琴默、德清、圣如等姐妹痴迷于九连环的描写，可窥见机巧和智慧的魔力。琴

默所写的《七巧图赋》中的描写，则从多侧面反映了对知识和智慧的崇尚。在尹湛纳希生活的时

代，多数蒙古族地区乡民“闭塞愚钝，文化教育日趋落后”④“如今的蒙古人还仍然是从睡眠中未醒

的状态”⑤。这种状况的形成，既与蒙古族尚武轻文的文化传统有关，更是清代民族政策和宗教政

策影响的结果，尹湛纳希甚至认为喇嘛教当时的最大问题在于“杜绝求学求知之道，极端错误

矣”⑥。上述隐喻性书写，既是对蒙昧之风的反拨，对愚钝之状的批判，更是对开启民智的期许。其

① 扎拉嘎，尹湛纳希年谱［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49.

② 尹湛纳希，青史演义（上）［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40.

③ 尹湛纳希，尹湛纳希全集·韵文杂文及中篇小说［G］.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49.

④ 罗卜桑悫丹，蒙古风俗鉴［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105.

⑤ 罗卜桑悫丹，蒙古风俗鉴［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111.

⑥ 尹湛纳希，尹湛纳希全集·韵文杂文及中篇小说［G］.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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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一层楼》和《泣红亭》中的贲璞玉形象，即寄寓了鲜明的启蒙观。璞玉对蒙古族传统的畋猎骑

射毫无兴趣，喜爱读书，尊重智慧，相信藉此会有所作为。他是那个时代觉醒的蒙古族知识分子的

代表，也是萌生了初步叛逆意识的民族新生力量。尹湛纳希借对七巧图、九连环智慧内涵的开掘，

实现了对本族文化传统和固有思维的反省，并与贲璞玉身上所体现的启蒙性特征相互呼应，以感性

的审美形态和理性的精神不断阐释、强化和传递着他的价值观念。尹湛纳希借七巧图所诠释的时

代精神，恰恰契合着睁眼看世界的风潮，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它表明，在 19世纪中叶，西方文化

对中国固有文化体系的冲击，已经为尹湛纳希等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所感知，西方入侵给中国进步知

识阶层带来的心灵困境，以及他们逐渐开始直面这种困境的姿态，是没有民族之分的。这种颇具预

见性的书写，具有强烈的警示性，它告诉人们：新的事物、时代、潮流终将到来，既难以回避，也无法

阻挡；任何故步自封、拒绝接受新事物、不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新时代的国家和个体，必将陷入困境、

遭遇磨难，甚至蒙受灾难。

尹湛纳希是伟大的蒙古族小说家，其杰出贡献体现在多方面。其中，以强烈的文化反思精神和

启蒙意识，重构民族精神，传达时代精神，是重要贡献之一。《一层楼》中对九连环和七巧图的隐喻

性书写，虽仅为书中片段，却足以使我们窥见他的价值追求、思维路径和文学表现力。

[责任编辑：何晓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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