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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 30 年以来 ,文学理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

些成果与成绩已经渗人到文学的其他学科之中 ,成为整个文学学科的思想灵

魂 "因此 ,我们不必夸大文学理论的危机 "但面对当前文学理论的现状 ,我们

不能不说 , 当下文学理论的确存在着危机 "为此我们不能不寻求应对的办法 "

一 !危机在哪里?

文学理论的危机主要表现为三点:

(一) 理论脱离实际 , 不能回答和解决社会转型后提出的急需解决的问

题 "

如当前的中国的文学创作为什么没有出现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 , 出

现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需要什么条件 ,需要什么社会氛围和文化氛围? 构成

伟大文学作品的要素是什么? 我们的作家的作品如何获得这些要素? 伟大作

家仅仅展现人民的生存状况和命运就够了吗? 他们要不要通过其创作提出独

特的深刻的思想? 作家要不要与社会学家 !经济学家区别开来 ,显示出自己的

思想个性? 现在我们的社会是否仍然可以出现像屈原 !陶渊明 !李白 !杜甫 !苏

轼 !关汉卿 !曹雪芹 !鲁迅那样永恒的作家? 作家如何应对市场经济的挑战?

作家是否一定就要加人市场化的潮流? 市场化对文学创作是否也有两面性 ,

即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 或者作家能不能退出市场社会另辟一个生活的

环境? 就如当年陶渊明那样退出官场而进人自己的桃花源 ,专心致志于创作?

如网络文学成为一个更加庞大的文学创作群体和阅读群体 ,这和精英文化知

识分子的创作构成一种什么关系? 网络文学中有哪些优秀的给人启发的思想

与感情? 有哪些令人无法容忍的毒害人们思想的东西? 我们如何来应对网络

文学这支新军? 如对于电影 !电视等媒介的不断的强大 ,文学如何 自处? 是加

人他们的潮流 ,作为他们的同盟者 ,还是拒绝他们 ,文学是否可以划界独立发

展? 这两条出路的条件是什么? 文学消费中的问题是什么? 如何能让那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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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读图的人转向读书 , 包括读文学作品? 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哪些工作?

怎样的工作才是有效的? 我想还可以列出许多问题 "

文学活动是文学理论赖以存在的根基 "但现在的文学理论的现状是理论

脱离实际 ,文学理论对这些问题或者是漠不关心 , 不予理睬 , 或者虽然做了一

些回答与解决 ,却显得力不从心 ,功效甚微 "这就是危机 "这些问题的出现是

由于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转型所导致的 "今天的社会已经不是上个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社会 ,也不是八十年代的社会 ,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既熟悉而又

陌生的社会 "说熟悉的是我们就生活期间 ,每天都感受到这类问题 ;说陌生的

是所遇到的问题是我们以前从未遭遇过的 !没有认真研究过 "

(二) 文学理论面对蓬勃发展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封闭和孤立状态 "

从 20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我们文学理论学科反复提到的一个提法 , 就是

让文学回归文学自身 , 回归审美的家园 , 我们拒绝政治对文学的干预 , 力求探

讨文学的内部规律 "在批判了文学等同于政治后 ,提出了文学与人性的关系

问题 ,文学主体性问题 ,文学审美特性问题 ,文学的层面结构问题 ,文学的形象

类型问题 , 文学语言问题 ,文学文体问题 ,这在当时的 /拨乱反正 0的时期 ,这样

做是完全对的 ,适应了时代的要求 "我们从国外的文论中吸取新的资源和方

法 ,建构新的文学理论范畴和体系 , 提出一个个尖锐的轰动整个学界的问题 ,

一个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提出 ,就几乎吸引了整个学界的眼球 ,我们似乎找回了
文学的家园 ,找回了文学理论的家园 "那个时代 ,文学理论在整个社会科学中

是时代的先锋 ,是思想的尖兵 ,引领风气之先的领域 ,文学理论的影响遍及人

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 "但随着社会的变化 ,人文社会科学的变化 ,文学自身的

变化 , 随着文学失去轰动效应 ,文学理论失去了昔 日的风光 ,文学理论沉寂下

来了 "我们不去关注其他学科的发展 , 自闭在文学理论自己的小屋子里 "我

们把这个小屋子中所有的一整套体系 !范畴 !概念 ,作为文学理论常识传授给

自己的学生 "而这个时候 ,各种人文社会科学蓬勃地发展起来 "特别是经济

学 !社会学 !民俗学 !考古学 !新闻学 !传播学 !影视学等更是勃勃有生气 "文学

理论似乎得了自闭症 "这是我们的问题 ,这是我们的危机 "这时候 ,文学理论

界的一些中年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们引进了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引进

是适时的 ,是力图冲破文学理论的自闭状态的 ,他们用文化视野来考察文学的

问题 ,实现了视点的转换 ,这是有贡献的 "但毋庸讳言的是 , 中国的文化研究

或文化批评有两个弱点:第一照搬的痕迹过于明显 , 缺少我们自身的问题意

识 "我们过于重视西方人提出的阶级 !种族 !性别这三个关键词及其问题 "这

几个关键词及其问题是针对英美社会提出来的 "这与中国的社会情况有很大

的区别 "中国的社会问题主要是贫富不均 !贪污腐败 !官僚特权 !环境污染 !东

西部发展不平衡 !受教育权的不平等 !高房价引起的百姓不满越来越严重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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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我们的文化研究没有完全进人 自身的问题域 , 而跟着西方去研究女权主

义之类的问题 "针对性不强 "不敢去碰 自身的问题 "当然 ,我不是说文化研

究要直接去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 ,而是说研究者心中要暗含这些问题 ,提出某

种思想精神 ,作出必要的有力的回应 "第二个弱点是一味扩大文化的概念 ,提

出 -旧 常生活审美化 0,把街心花园 !咖啡馆 !模特走步之类的问题也列为研究

对象 , 结果所研究的问题溢出了文学活动的问题 ;更令人不解的是还有少数学

者提倡眼睛的美学 ,为富人的时尚化 !豪华化 !时髦化做吹鼓手 "其实这个问

题威廉斯本人就意识到了 ,无限扩大研究的对象是有问题的 "他说 : /对于文

化这个概念我们必须不断扩大它的意义 ,直至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成为

同义的"0¹既然文化与日常生活同义,那么文学理论岂不是要去研究 /日常生
活 0本身吗? 这样的无边无际的 日常生活研究还是文学理论吗? 而且我们对

此又能做出什么研究呢? 研究街心花园 ,好吧 ,可你有建筑学的知识准备吗?

研究模特走步 ,好吧 ,可你有对于女性美的和舞蹈学的知识准备吗? 此种一味

泛化的做法 , 引起学科意识的再度呼唤 ,人们质疑这种文化研究是属于文学理

论这个学科的吗?

(三) 文学理论学术研究的浅表化问题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我们在文艺学博士的论文中看到的是一个主题

之下的论点 /排队 0, 硕士论文更是这样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连某些博导的

论著也是如此 "在一篇论文中 ,这样的引文占了全篇的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

十 !百分之五十 ,真正属于 自己的阐述和分析很少 "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

同国家的相同或相似的论点被排起队来了 , 资料真实丰富啊 , 学问真实渊博

啊 "可是并不知道这些论点是在怎样的历史语境下产生的 ,为了回应什么问

题而提出来的 "这样我们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非历史化的研究 ,使我

们只知道某些论点 ,对这些论点的深度就缺乏必要的理解 "我一直有一个感

觉 ,就是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 ,从大的方面说 , 就是 /理解 0" /理解 0是非常困

难的 ,要持久地关注某个观点 ,尤其要把它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弄清楚 ,要把

它解决的问题弄清楚 ,要把与它相似观点的区别弄清楚 ,要把研究它的意义弄

清楚 ,要把它的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弄清楚 , 要把这个观点变成 自己的血和

肉 ,变成 自己的家产 ,而且能做到如数家珍那样 "在理解的基础上 , 理论的批

判性功能才能发挥出来 "从 80 年代以来 ,我们就看到了过多的生涩的让人看

不懂的论著 "这不是它的道理深奥到让人无法理解 ,而是作者没有真的理解 ,

只停留在表面的拼凑上面 ,东摘一句 , 西凑一句 ,这完全是一种没有理解问题

¹ 雷蒙 #威廉斯:5文化与社会 6 ,第 256 页 "纽约 , 1978 " 转引 自5文化研究读本 6,

中译本 ,第 6一7页 "



13 6 文学理论前沿问题研究

的浅表化 !浮浅化的表现 ,不会分析问题的表现 "这样做并不是有什么大学问

难于言传的问题 "当然 ,我这里说的 ,主要不是表达问题 , 主要是对问题的理

解问题 "

看来 , 当下的文学理论的危机的确是存在的 ,第一点是联系实际问题 ,是

学以致用的问题 ;第二点是学科的开放性的问题 ,要使文学理论与其他学科关

联起来 ,发展跨学科研究;第三点实际上是历史主义问题 , 因为我们只有在一

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才能理解问题 "

二 !如何解救危机?

针对以上三点 ,我认为文学理论的发展 ,危机的解除 ,就要从以下三点着

手去应对 :

(一) 追求文学理论的当下性 "文学理论要密切联系当下文学活动中的

问题 "密切联系当下的文学创作问题和文学消费问题 "文学理论的活力在于

与现实的联系中 "重要的是 ,我们要理解 ,我们的理论不是书本上的教条 , 死

的知识 ,僵化的概念 ,是生动的 !活泼的 ,能够解决文学活动实际中的活的理论

成果 "它从文学活动的实际中来 , 又要回到文学活动的实践中去 "当前文学

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是与当下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问题 ,是与社会广泛流行

的拜物主义 !拜金主义的流行密切相关的 "但是 ,上面所说的那些社会问题如

何变成为文学理论问题呢? 这就要找到文学理论自身的问题域 ,找到自身的

切入点 "换言之 ,文学理论是文学的理论 , 而非政治学理论 !经济学理论 !社会

学理论 , 我们必须把社会问题通过一种途径 ,一种转换 ,把当下社会问题变成

为文学理论问题 "例如 , /五四 0时期 ,我们的先辈作家学者鲁迅等根据当时社

会的状况 ,提出了 /国民性的改造 0问题 , 文学是一种精神力量 ,那么通过提倡

新文学 ,焕发新的批判性的理论 ,有力揭示中国 /国民性 0的弱点 , 就成为了文

学理论的有效话语 "因此 , /五四0时期的一整套文学理论话语 ,如白话文运动

话语 ,平民文学话语 , /整理国故 0话语 ,文学真实性话语 ,文学与革命关系话语

等等 ,都是有鲜明的针对性 , 因此文学理论的就必然具有了时代性 "

今天 ,我们亲身感受到当下的社会问题 ,但似乎没有足够的能力把这些社

会问题转化为文学理论问题 , 或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

视 "1993 年第 6期的 5上海文学 6,发表了王晓明等人的 5旷野上的废墟 )

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 6,提出了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的问题 "不久 5读书 6!

5东方 6!5文汇读书周报 6等报纸杂志也纷纷发表文章参与了讨论 ,这就是人文

精神讨论 "这次讨论主要涉及人文精神危机 !人文精神的内涵和人文精神重

建等问题 "但可惜这次讨论未能持久地讨论下去 , 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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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针对商业大潮中文学失去了真善美的品格而提出来

的 ,是很有意义的 "1995 年 ,钱中文在 5文学评论 6发表 5文学艺术价值 !精神

的重建:新理性精神 6一文 ,提出了新理性精神 ,后面钱先生又多次发表讨论新

理性精神的文章 ,探讨人的生存与文化艺术的意义 ,探讨在物的挤压下 , 在反

文化 !反艺术的氛围中 ,重建文化艺术的价值与精神 ,寻找人的精神家园 ,呼唤

新的人文精神 "这是很有意义的话题 , 但遭到了某些人怪声怪调的批判 "

1998 年童庆炳在中视 /百家讲坛 0做 5走向文化诗学 6的讲演 ,也是植根于当下

现实土壤中的文学理论 ,呼唤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 ,来对抗现实的种种社会弊

端 "也没有引起回应 ,有点 自说 自话的样子 "另外 , 在这期间 , 曾永成 !鲁枢

元 !曾繁仁等提出并论证 /生态批评 0!/生态文艺学 0!/生态美学 0,针对现代工

业给环境带来的污染 ,作出了理论建构的努力 "但关注的学者仍然不够 "新

世纪以来 , 陶东风率先发表文章 ,提出了犬儒主义问题 ,这个问题是提得好的 ,

有点重提 /国民性改造 0的意涵 ,问题具有当下性 ,值得讨论 "但应该把这个问

题与文化艺术问题密切联系起来 ,不要把问题停留在社会学层面 "其后陶东

风还提出文学的政治维度 !重建文艺社会学等问题 ,都是具有当下性的 "我这

里回述文学理论界为文学理论的当下性所提出的这些问题 , 意在希望这一领

域的学者应该更加关切这些理论 , 即使这些理论的论述有待进一步完善 ,但它

们是重要的 ,我们可以进行深人的讨论 ,进一步去完善它 ,更不应被淹没在众

多的无意义的话语里 ,或遭到嘲弄和摒弃 "我们要分清楚今天文学理论中 ,那

些话语是具有当下性的 ,那些是不具有当下性的 ,要给予具有当下性的文学理

论话语以足够充分的关注 "就像 /五四 0时期关注 /国民性改造 0那样去关注

它 "

(二) 加强文学理论的学科关联性研究 "

有一段时间 ,我们为文学理论要不要 /越界 0进行讨论 ,其实这不是一个真

实的问题 "因为文学 的版图是无 比辽阔的 ,只要你研究 的对象是文学和文学

活动 ,那么就会有辽阔的空间 "我在 1991 出版的 5维纳斯的腰带 ) 创作美

学 6一书中 ,把第二章的题目叫做 /文学的山川 !大海和蓝天 0"我从文学的多

维结构图式来讲文学的版图 ,我的结论是: /文学的山川有多少峰峦 !峡谷 ,文

学的大海有多么宽广 ,文学的蓝天有多么高远 0"基于文学的多元结构 , 我提

出 /文学五十元 0的命题 "我一直认为文学活动是人类精神活动之一 , 是人的

本质的对象化 ,或者说是人的特性的最充分最 自由的展开 "这些论点基本上

成为人们的共识 ,无需再作论证 "那么 ,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本质或特性是什

么呢? 我以为 ,人之所以为人 ,在于他建立起了两种独特的 !动物所没有的关

系 ,一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一种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

首先 ,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从动物界脱颖而出 , 成为了一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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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意识的特殊的动物 ,并与其对象世界建立起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当人

还没有脱离动物界之前 ,这种关系是不存在的 "因为在那时 ,广阔无垠的宇

宙 ,浑沌一片 , 不存在任何超越大自然的事物 "远古的 /人 0作为动物消融在大

自然之中 ,人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 , /动物界是和它的生命

活动直接同一的 "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 "它就是这种生命

活动 0¹ "也就是说 ,动物没有主体意识 , 因此没有主体与客体之分 ,不存在认

识与被认识 !评价与被评价的关系 ,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 "摆脱原始状态的人

才是真正的人 "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本质 , 他说: /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

就是人类的特性 "0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 /自由 0,是说人的实践活动 ,是建立在

对对象世界的规律的认识基础上的 ,是以理性为指导的 ,而不像动物那样完全

是盲目的 "马克思所说的 /自觉 0,是说人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的 ,是有计划性

和能动性的 , 而动物则没有这种自觉意识 "马克思在 5资本论 6中指出 : /蜜蜂

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 "但是最整脚的建筑师从一开

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 ,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 , 已经在自己的

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 ,,他不仅使 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 , 同时他还在自然物

中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0»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人的 /自由 0!/自觉 0的话 ,那就

表明人作为类存在物已获得了主体意识 , 它已作为一个主体来对待周围的世

界 ,换句话说 ,他把周围的世界当做自己的对象 ,并与之建立起认识与被认识 !

评价与被评价的关系 "因此 ,对于人来说 , 主体与客体的分离 !主体与客体关

系的建立 ,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之一 "

其次 ,在形成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同时 , 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也得到了发

展 ,并建立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又一突出特征 "在动

物世界里 , 动物也作为个体存在着 ,但它们没有个体性意识 , 它们的 /合群 0性

也仅仅是生物本能的表现 , 而不带社会性的因素 "但在人这里 , 情况就不同

了 "人作为一个个体存在 ,是具有觉醒的个体性意识的 ,即每个人都有独特的

感觉 !知觉 !回忆 !联想 !情感和理解 ,每个人都清醒地追求生存 !享受和发展 ,

这都是人的个体性意识的表现 "马克思曾说过: /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

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 ,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0¼因此马克思 !恩格斯

¹ 马克思:51844 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 6,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 第 50 页 "

º 马克思:51844 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 6,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第 50 页 "

» 马克思:5资本论 6第 1 卷(上) ,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第 202 页 "

¼ 马克思:5致巴 #瓦 #安年柯夫))( 1846 年 12 月 28 日) 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6第 4

卷 ,人 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32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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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考察历史应 /从现实的 !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 0¹ " 然而 , 人 /不是处在

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 !离群索居状态的人 , 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

的 !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0º"在这里 , 人的合群性再不是

兽群 !鸟群 !鱼群那样作为生物本能的合群性 ,人的合群性被提升为社会性 "

这就是说 ,人作为个体只能在社会中求得生存 , 只能生活于与他人建立起的社

会关系中 ,离开这种社会关系 ,人就无法作为人而存在 ,人就不成其为人 "所

以马克思说 :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 它是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0»这样一来 ,人在建立起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同时 ,又
建立起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这两大关系才是属于人的关系 ,人的本质和特

征就寓含在这两大关系中 "

如果上述关于人的本质和特性的理解符合实际的话 ,那么作为人的本质

力量的确证和人的特性的展示的人类活动 ,就既可在主体一客体关系的 /认识

论 !价值论轴线 0中得到解释和评定 ,也可在个人一社会关系的 /社会学 !心理

学轴线 0中得到解释与评定 "文学活动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充分的 !自由的展

开 ,则应在上述两根轴线的交叉所形成的 /力场 0中得到解释和评定 "过去人

们探讨文学的问题 ,往往只从一个单一的角度切人 ,没有形成一个能够把握文

学的整体结构和多元性质的认识网 ,不可能在文学的全部多样性 !复杂性中去

把握文学的问题 , 因此 , 文学就像泥鳅一样一次再次地从人们手中滑走 "现

在 ,我们必须改变作法 ,把文学放置在人所具有的主体一客体系统 !个人一社

会系统所交织而成的认识网 !价值论网 !社会学网 !心理学网中去考察 ,单一视

角变成了多视角和跨视角 "点变成线 ,线又变成面 ,变成整体 ,这就为我们在

文学的全部多样性的整体中来把握文学的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

如果我们从这条轴线交叉的观点来理解文学活动 ,那么文学的版图不但

十分辽阔 ,而且所涉及的与它密切关联的学科也很多 "文学理论不论有无危

机 ,我们都应与别的学科进行关联性研究 "文学与哲学 , 文学与美学 , 文学与

政治学 ,文学与社会学 ,文学与心理学 ,文学与符号学 ,文学与语言学 , 文学与

人类文化学 ,文学与民俗学 ,文学与宗教学 , 文学与经济学 ,文学与传播学 ,文

学语翻译学 ,文学与艺术学 ,文学与科学等关联性 , 都可以进人我们的研究视

¹ 马克思 !恩格斯:5德意志意识形态 6,见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6第 1卷 ,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 第 31 页 "
º 马克思 !恩格斯 :5德意志意识形态 6,见 5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 6第 1 卷 , 人民 出版社

1972 年版 , 第 31 页 "

» 马克思:5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6第 1 卷 ,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 第 1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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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通过这种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 ,我们就可以进人文学版图的各个省区 "

其意义是:1.文学理论的学理性之根 ,通过这种跨学科的关联性的研究 ,一定

会扎得更深更广 "文学理论的学理不但在自身中 ,更在与其他学科的关联中 "

文学理论通过这种关联性研究 ,不但不会削弱 自身 ,相反会使 自身丰富起来 !

生动起来 !活泼起来 "2.关联性的研究必然具有综合性的品格 "当人们把孤

立的事物 ,重新整合在一起 ,作出关联性的考察 ,就有可能从中找出事物的共

性以及关联的方式和功能 "3.关联性强调整体性和关系 "整体并不等于部分

之和 ,关系大于关系项 ,文学事物的特点并不存在于孤立的状态中 ,也不存在

个别的关系项中, 而是存在于整体中和关系中 "总之 ,关联性的研究可以拆散

固定的概念 ,寻求新的关系 ,这正是目前研究者超越过去 , 开辟未来 ,重新认识

文学世界的新作为 "长期以来 ,人们为了认识某个独特的对象 ,就将某个对象

从原有的整体的联系中孤立出来 ,切割出来 ,然后加以阐述论证 ,建立了各门

学科 "不可否认 ,这对于人类认识世界 !评价世界和改造世界起了很大作用 "

然而 ,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把对象从整体中孤立出来的研究 ,必然会失去

事物关联的特性 "列宁说 :/思维把一个对象的实际联结在一起的各个环节彼

此分开来考察 ,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裂 , 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 !粗糙

化 ,不加以割碎 ,不使之僵化 , 那么 , 我们就不能想象 !表达 !测量 !描述运动 "

思想对运动的描述 ,总是粗糙化 !僵化 ,,不仅对运动是这样 , 而且对任何概

念都是这样 "0列宁的说法可以给我们新的启示 "

重要的一点是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我们许多学者就是这样做的 "文

艺心理学的研究在 80 !90 年代获得了丰富的成果 , 把朱光潜教授三十年代的

/文艺心理学 0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文学与语言学关联性研究也有不少学者

去做 ,获得了可观的成果 "文学与网络学关系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推进 ,给文学

理论注人了生气 "文学与人类学关联研究也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其实 , 我所

讲各种关联性的研究都有人在做 "但我们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正是文学理论

在克服危机和发展的生机呢? 如果我们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 , 那么我们就要

自觉地坚持下去 ,不可轻易放弃 "

(三) 提倡文学理论研究历史语境化 "

长期以来 ,我们总是把文学理论看成是一个逻辑结构的系统 ,这当然有它

的道理的 "但是一味重视概念 !范畴 ,一味注重判断 !推理 ,会使文学理论失去

了历史的根基 "特别是我们编写的教材 ,差不多都是逻辑结构系统 , 没有历史

感 "其实文学理论是历史文化的产物 ,真正的文学理论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

语境产生的 "因此 ,我们按照一个理论主题 ,搜集古今中外所有相似相同的观

点 ,并把它们连缀在一起 ,构成所谓的论文 ,并没有太多的意义 "因此 ,一定要

使理论历史化 ,或者叫做重建历史语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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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 ,重建历史语境是相当困难的 "因为这些古今中外似乎相同的

观点 ,诞生在不同的历史文语境中 ,各自有不同的意义 "我们的连缀工作 ,可

能是扭曲了原来的意义 ,或与原来的意义相去甚远 "我常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

王国维的 /境界 0说 "王国维生活在晚清那个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时期 ,他标

举词的 /境界 0说 , 到底是什么含义 ,我们一直不甚清楚 "过去我们的做法是按

照王国维说过的只言片语 ,说 /境界 0就是 /情景交融 0,或说 /境界 0就是 /虚实

相生 0, 或说 /境界 0是 /诗画一体 0,或说 /意境 0就是 /境生象外 0, 或说 /境界 0

就是 /生气远出 0,等等 "实际上这有一点像瞎子摸象 ,摸到什么就是什么 "一

旦我们真的要重建王国维 /意境 0说的历史文化语境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就复

杂和困难起来 ,不是三言两语能解决的 "原有的历史已经无法寻找 , 已经变成

为一个 /文本 0,不同的人对这个 /文本 0的解读 ,可能完全不同"但我仍然坚持

重建历史文化语境是重要的 "因为只有重建历史文化语境 , 我们才会真正地

理解概念或范畴的意义 "

/重建 0就是要重新从 /无 0中发现 /有 0"从原始性中发现现时性 ,从复杂

性中发现一致性 ,从偶然性中发现必然性 ,从暂时性中发现规律性 "所以重建

历史文化语境 ,并不是拼凑陈旧的琐碎的历史故事和趣闻 ,重要是发现历史发

展或转型的规律 ,其中也包括大规律中的小规律 "恩格斯谈到如何把握历史

的时候说: /整个说来 ,在历史现象领域内同样也是偶然性支配着 "不过凡表

面上看去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 ,其实这种偶然性本身始终是服从于内部

的隐藏的规律的 "全部问题就在发现这种规律 "0¹恩格斯对于历史的这种理

解 ,正是我们所讲的 /历史文化语境 0的核心 " /历史文化语境 0是要 /把历史的

内容还给历史 0(恩格斯语), 发现历史的必然的联系 "

以上三点 ,我以为是应对当前文学理论危机的基本途径 "以上三点是相

互联系的 " /当下性 0解决一个文学理论的现实功能问题 ,理论的批判性问题 ,

也就是 /用 0的问题 ,有 /用 0的学问 , 才会有人关注它;但文学理论怎样才能获

得它的必要的宽度和深度呢? 关联性研究 ,跨越学科的研究 ,我们会感到我文

学理论的版图十分辽阔 ,可耕耘的地方很大 ,这就有了宽度;重建历史语境的

研究 ,则会使一个问题得到逻辑的又是历史的视野 ,获得纵向感 ,这就有了深

度 , 一种理论如果有了这三个维度 ,我觉得它就会根深叶茂 ,开花结果 "

¹ 见5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 6, 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 ,第 22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