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旭东

批判的文学史

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在八九十年代并不仅仅是一个专业分工，

而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生活和公共讨论中的热点，也是最活跃

的表达方式之一，其影响和辐射远远超过狭义的专业范围本身。随

着市场化进程，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经济领域获得了空前

的发展，文学议题则相对边缘化。伴随大学文学教育的学科专业化

发展，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也逐渐失去其公共性、思想性，而更多

地成为一个知识 “领域 ”。

其中 “文学史 ”作为我国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研究范

式和知识传承方式，本身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其知识生产方式和

训练体系既有历史合理性，也有历史局限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

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 “知识分子写作 ”的一个基本

样式，从个人情感、群体心理到伦理冲突、社会矛盾、政治改革甚至

经济发展，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写作方式统统可以 “介入 ”，仿佛文学

的边界、思想的边界就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边界。这个理想的阶

段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如今更多是作为怀旧的话题被人谈起，但其实

在近代不乏先例。从法国启蒙运动的文学式和批评式写作（伏尔泰、狄

德罗、卢梭）、德国浪漫派文学批评（施莱格尔兄弟、海涅），到十九世纪

俄国文学批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执民

族思想生活之牛耳、引领民族精神生活的风气和中心话题的现象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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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在这种狂飙突进的时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以自身的创造

性、迫切性和重大议题，一马当先地走在了 “文学史 ”的前面，界定

了日后文学史写作的材料、框架和内在理路。作为一个特例，从白话

革命到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文化思想历程，则是通过 “新文学 ”先

驱和后继实践者自觉的文学史编纂和经典化努力，同时通过左翼文学

批评和理论建设的艰苦探索和积累，最终以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基础 ”

的形式确立下来。这种工作虽然在 “文学史 ”框架下取得了最为具体

的成果，但就其参与者群体自身的文学经验、审美判断力、知识理论

抱负乃至政治自觉而言，根本上讲仍然是思想性的、批判的、创造的。

可以说，正是这种批评和研究的内在动力、这种内在于文学史研究的

理论性和当代性，使得现代文学学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整个中

国文学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模板。这样看，随着专业建制内

去思想化、反理论和非政治化倾向的发展，现代文学 “二级学科 ”对

整个文学研究领域学科的影响力日益下降，甚至用以 “安身立命 ”的

文学史范式本身也往往需要向文学以外的领域（学术史、思想史、印刷

文化、物质文化等）求助，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回顾那些文学史和社会史上的特殊瞬间，可以看到它们都像闪电

照亮夜空般昭示了文学的批评与研究，以及文学史的基本问题和内在

动机。比如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应该归属 “审美鉴赏 ”（康德所谓的 “判

断力 ”）范畴，还是认知、分析和理解（康德所谓的 “纯粹理性 ”）范畴？

就其非功利、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而言，或者说在感官、想象、形式和

风格的自律或自由中暗合了必然和规律而言，文学和其他艺术样式一

样，需要一种同它的本质相适应的体验方式和感受方式。这是作为美

学或艺术哲学的文学鉴赏。与此同时，文学和艺术一样，又是一种复

杂现象和复杂结构，包含了高度构思和提炼的人类精神劳动，因此需

要一种专门的、经过长期训练的知识、理论、经验、方法、技能，方

能被全面深入系统地把握。这就是作为科学的文学研究，包括实证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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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形式分析层面、文学社会学和历史编纂学层面。不过文学批评和

文学史的活动范围，仍然大大越出了这两个人类官能范畴。

引入康德的 “实践理性 ”范畴，即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律令和道

德行动，或可以为我们描述这个越出的范围提供一个思考的起点。

此外，如果我们尊重近代政治本体论和政治行动的相对自律性与特

殊性，则不妨把政治性在道德律令和道德行动之外单列出来。事实

上，一般所谓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思

想性和社会价值，往往可以归结到它们的道德立场和政治性，后者

决定了前者的倾向性、道德激情、社会参与或介入的程度、宣传鼓

动色彩，也决定了它的时代性和历史性。文学作品、文学批评、文

学研究和文学史同这一系列时代的、道德的、价值观的、归根结底

是政治性因素的关系既深刻又微妙。深刻是因为后者构成了前者的 

“实践理性 ”和历史维度的内容，微妙则因为前者唯有保持自身审美

或哲学上的独立性、自律性，也就是说，通过把握好同自身道德和

历史实质之间的距离，方能够受益于它而不是受制于它。

进入新世纪后，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逐渐分离，后者在学院制

度中的专业化、建制化，在相当程度上聚焦于 “文学史 ”的研究和

教学范式。但与此同时，如何在 “文学史 ”写作和思考框架内保持

同文学作品的 “判断力批判 ”式的审美张力，如何相对文学现象和

文学本体论保持一种具有理论性、方法论价值的、科学的分析和研

究的严格性和系统性，如何在审美范畴和纯粹认知范畴之外同社会

历史的道德、价值和政治性议题保持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批判性互

动，也就变成日益迫切的问题和潜台词凸显出来。

显然，在这样的问题视野里，作为一种专业训练方式和专业知

识组织方式的 “文学史 ”不能够，也不应该被要求承担起有关文学

总体性认识的全部责任。然而，如果仅仅恪守某种 “家法 ”而一味

地回避源源不断地从文学的审美范畴、纯粹认知范畴和道德实践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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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生发出来的问题和挑战，“文学史 ”本身也将很快陷入孤立和枯

竭的尴尬状态，因为 “文学史 ”的文学基础和史学基础本身都不是

第一性的 , 往往是未经 “批判 ”的，因此是不牢靠的。它事实上依

赖于作为约定俗成的制度和 “行规 ”的中介、调和与 “构建 ”而存

在。对“文学史 ”理论和实践的反思，首先让我们看到文学史往往

是更为基础性的文学阅读、文学分析、文学阐释，和由此而来的意

义斗争之上的一种综合与串讲。因此狭义的、教科书意义上的文学

史著作其实都不能算是 “原创研究 ”，就其知识生产方式而言是一种

衍生品或副产品。“文学史 ”写作样式的非本质、衍生、综合特点决

定了它更多是一种专业信息资料汇编，虽然学者可以依托它在特定

历史和学术史氛围里设置其他研究议题和话语实践。但如果较真起

来，“文学史 ”写作的文学前提（比如文学史家对作品的判断、分析能力）

和史学前提（比如 “文学史 ”学者在史料搜辑、整理编纂和总结工作中，相

对于专业史学家的 “史实 ”和“史识 ”功夫）都是可以探讨和存疑的。最

终，在文学的审美判断和纯粹文学认知的双重意义上，“文学史知识

并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对 ‘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满意答案 ”（保

罗·德曼），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 “史”和“论”的矛盾。

如此一来，“文学史 ”这个表面看起来天经地义、不容怀疑的研

究教学方式，其实一直是不稳定、不安全、捉襟见肘、岌岌可危的，

因为它存在的知识前提和审美正当性随时可以受到来自更为基础性、

本源性经验和认识系统的质疑，尤其是受到来自它的研究对象，即文

学生产和文学阅读的挑战。这里的原因其实是任何最初喜爱文学、有

兴趣对文学现象做进一步探讨的读者都明白，可一旦 “搞专业 ”后却

往往置诸脑后的 ：文学就其本体论而言，乃是一种永恒的自由和 “创

造性毁灭 ”；它永远在开始，永远被自身超越，但又永远回到自己的

起点 ；这样的循环每时每刻都在语言和想象的世界里发生。就其作为

纯粹认识对象而言，文学的规律虽然是可以分析、归纳和理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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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活的审美内核却要求一种不同于理性逻辑分析的进路，因为文学

的真理性最终只能通过高度自律的感性和审美判断方能被把握。而作

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学覆盖整个人类经验的外延和内涵，其复杂性、

丰富性和微妙程度只有多学科、全方位的总体性讨论方可有效地触及、

破译。所有这一切，同“文学史 ”这种单一学科的、二次性、线性知

识处理方式和写作方式，同它隐含且难以完全避免的取舍、指点、评

价、总结、说教和 “权威习惯 / 倾向 ”也是南辕北辙的。

这样讲的话，难道 “文学史 ”只是一个勉强拼凑起来的、大可

弃之如敝屣的东西吗？当然不是！常识告诉我们，关于作家、流

派、文学运动、风格文体、观念、文学社会学知识等林林总总的探

讨，需要一个 “史”的考察维度，虽然对任何现象的历史考察本身

都不能代替或穷尽对 “事物本身 ”的理论分析和哲学探讨。事实上，

相对于更为传统的注释、评点、鉴赏传统，也相对于印象式 “才子

型”议论，文学史研究强调文献资料基础、治学 “家法 ”和知识传

承，因此在系统的学术探讨的意义上，同更为综合、更获益于理论

方法的文学研究追求，其实倒是 “站在路的同一边 ”的。无疑，这

种严肃的学理性讨论，在文学研究范围里能够也需要来自感性、想

象和审美判断力的助力，但却无论如何不能也不应被后者取代。在

一个更宏观的视野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曾有过重要的、设置了

深刻思想性议题的文学史著作（远有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近有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包括眼下 “当代文学 ”

领域里的种种讨论），仅就 “文学史 ”写作本身所包含的可能性，以及

历次在 “文学史 ”范围内的学术性、思想性讨论而言（近有以北京为

中心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讨论和以上海为中心的 “人文精神 ”讨论；远有《新

文学大系》和《新文学史稿》这样的新文学自我经典化的里程碑），它的存在

和发扬光大仍然是极具价值的，但唯其如此，也就要求我们去认真

思考内在于这种固有范式的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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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文学史 ”不能够，也未曾想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毋宁

说，它是一种问题意识，意在探讨一种更让人满意的阅读、思考和

写作方式。“批判的文学史 ”寻求的并不是一种文学研究的 “理想形

态”，因为很难想象有一种单一的研究模式、思维方式、批评方法或

学术文体风格能够有效地回应一切挑战、解决所有问题。“批判的文

学史 ”能够做到的也许是有意识地通过种种专门、个性化、深入的

研究，通过尽可能贴近文学文本、文学形式和文学经验，在知识领

域二次性地建构起文学本体论和历史经验之间的总体性关系。可以

说“批判的文学史 ”所企图的乃是一种更为宽泛、包容、充满好奇心、

乐于挑战自己，而非狭隘的、排他的、故步自封的文学史写作。它

力图在一个单一的、线性的叙事声音里编织起一幅较为复杂、有其

独立哲学价值的思想图案 ；这里的经线是 “审美判断力 ”意义上的 

“批判 ”和当代批评理论所提供的分析手法及方法论工具 ；纬线则是

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本身的具体性、独特性及其所编码和再现的历

史经验、道德寓言和 “社会性象征行为 ”（socially symbolic act, 詹明信）。

仅从个人写作感悟和体会来说，我认为，好的文学史写作同好

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是同位的、一体的 ；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

关系和形态是带有内部多重性的一元论，但在概念和总体上则是不

能分割的。准确地讲，合格的、令人信服的文学史写作，必须同时

也是合格的、令人信服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反过来，好的文学

批评和文学研究本身也必须具有文学史意义与价值 ；事实上，它们

的集合体在客观意义上其实就构成了最高意义的文学史本身，因为

除此以外文学史并没有，也不能提供任何额外的、剩余的信息和内

容。更进一步讲，文学批评、文学史和作为科学的文学研究三者同

在一个 “阐释的循环 ”（hermeneutic circle）内部，彼此依赖、指涉、

补充，彼此把他者设置为 “部分 ”而把自己理解为 “整体 ”。好的文

学史作品，必然在其历史叙述中包含了或 “走过了 ”种种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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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理论分析、审美判断等 “环节 ”，并在所有这些环节上是合格的、

靠得住的。同样，好的文学批评，也必然已经在批评阐释中不断穿

越种种文学史的环节，在知识准备、经验和眼界上同样必须是合格

的、靠得住的。它们之间这种互补、竞争、永远不可能穷尽的关系，

构成了文学阅读和文学认识的理想原型。用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做

比方，这就好像我们可以想象一位 “世界文学 ”和“比较文学 ”的

理想读者 ：她可以用法语研究法国文学理论，用日语做日本文学批

评，用中文写中国文学史。理想的、乌托邦的 “批判的文学史 ”作者，

或许应该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描述的那样：“上

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

就以一个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学者或文学理论家自居，因为这些专

业分工尽管在外在的、异化的意义上是 “不得已而为之 ”，但却割裂

了文学和认识文学本质的内在总体性。

二○二○年全球疫情此起彼伏，往返于东西南北半球之间的海

外华人和中国留学生中不少人被迫 “打了全场 ”，可谓历尽艰险，其

中的焦虑和心酸或不足与外人道。然而，好的文学史却必须是一种

主动 “打全场 ”的写作 ；它必须在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乃

至广义的文化理论、意识形态批判领域之间连续不断地穿行 ；在各

个“主场 ”之间不断访问、竞技、客居，甚至鸠占鹊巢、反客为主。

其目的不是越俎代庖、包打天下，而只是被一种更喜欢追根刨底、

更愿意比较、更重学理分析、更怀疑主义的治学方式所驱动。这样

的“批判的文学史 ”是一种更综合、更辩证、更具有总体性的思维

方式；而在其 “文学批评 ”的面向上，则是一种更善于凭借感性直觉，

更尊重和欣赏想象力的个性、自由和自律性，能够同 “判断力批判 ”

的对象保持亲密接触的阅读方式。在所有它穿越、借道、援引和吸

收营养的领域与环节，“批判的文学史 ”都应该是谦虚好学的，因为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它在所有这些领域和环节里面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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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寻求的是同盟军而非对立面。 

“批判的文学史 ”必然是针对具体文本和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

究其实质，不如说它是借助狭义 “文学史 ”框架去自由地进入种种

文本分析、思想学术史和公共性议题，其核心旨趣是通过文学阐释，

在语言、形象、形式和结构空间里，通过批评实践去进行一场思想

的战斗。经过一个相对漫长的 “专业化 ”“学院化 ”“体制化 ”的异

化或物化阶段，在其尽头，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当年那个精力旺盛、

意气风发、相信 “文学就是人学 ”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

虽然这个曾经的少年，如今已不再能被轻易指控为 “意气用事 ”“肤

浅”“游谈无根 ”或“食洋不化 ”，而是已经由知识和技能武装到牙

齿（拜“专业化学院训练 ”之赐），甚至带上了某种历尽沧桑后的老成持重。

这样的批评或文学史，自然藏有一份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界

乃至整个知识界的问题清单，也带着新世纪以来文学研究领域和残

存的公共性思想讨论的徽记与疤痕。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问题， 

“象征 ”与“寓言 ”问题，新文学形式内部的价值革命和伦理革命问

题，当代中国的史诗性 “动作 ”在叙事和表象领域的 “摹仿 ”问题，

审美自律性、游戏性同历史叙事和道德批判的关系问题，等等，相

信读者都能一一辨识。这些关注点或萦绕不去的问题，本身可以说

是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特殊地貌的一部分，有的是迈不过去的坎

儿，有的是抹不平的心结，更多的则是顽固地反复出现在我们面前

的问题和挑战 —有的是审美风格的挑战、理论挑战 ；有的则是历

史性的和实践性的问题。对于亲历者而言，它们都是一种集体性的

历史决定，既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和想象，也给予我们存在和体验的

具体性。

（《批判的文学史 ：现代性与形式自觉》《幻想的秩序 —批

评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张旭东著，上海人民出版

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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