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卷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很有阅读快感，其文字酣畅淋漓，遒劲有力，一路读

来，作者饱满的情绪力透纸背，笔触所及，如苏轼所言，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但

是，另有一种怪怪的错愕的感觉挥之不去，这感觉来自他的编排体例。

该体例除了绪论和编首，正文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古文学，下编为新文学。 在古文学编

中又分“文”和“诗”两部分。 文的部分，有魏晋文、骈文、散文；诗的部分则有中晚唐诗、宋

诗、词、曲；下编新文学则分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三大部分。
说实话，最初翻检此书时，我略有眩晕：以为作者的现代文学史，就是指全书第二编的

新文学，但是既然现代文学是指新文学，古文学怎么占了几近全书的三分之二的篇幅？
这于全书宗旨不符呀。 另外，古文学怎么会只从王闿运和章炳麟开始？ 骈文怎么只写刘

师培等人？
定下神来琢磨，才弄明白，作者的现代文学史是从晚清，而不是从五四新文学开始的，

所以像我们列在近代史课本上的一干文人如王闿运、陈三立、张之洞、王国维等就进入现

代文学史的视野之中。 当然更主要的是钱基博的文学史范畴是以文体作分野的，他将王闿

运、廖平、吴虞、章炳麟、黄侃和苏曼殊等的文体作为魏晋文章的余脉来看待，将刘师培、李

详等视作骈体文的传人，所以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竟然以“魏晋文”、“骈文”等古代文体为

其开场锣鼓。 接下来可以想见，作者是怎样来安排其章节和文学人物，并将他们对应起来。
如“中晚唐诗”一节对应樊增祥、易顺鼎等人；“宋诗”一节对应陈三立、张之洞、郑孝胥等

人。 当然对这种编排体例，作者给出了充分的理由，如对王闿运的评价：“故其为文悉本之

《诗》、《礼》、《春秋》，而溯庄、列，探贾、董，旁涉释乘；发为文章，乃萧散似魏晋间人；大抵组

比工夫，隐而不现，浮枝既削，古艳自生。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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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该文学史将刘师培列在“骈文”
的名目之下， 也是文体上的原因：“师培与

章炳麟并以古学名家，而文章不同。章氏淡

雅有度而枵于响。师培雄丽可诵而浮于艳。
章氏云追魏晋，与闿运文为同调。师培步武

齐、梁，实阮元文言之嗣乳。 ”又说“师培于

学无所不窥；而论文 则 考 型 六 代，探 源 两

京……”②

这样就很好理解，他因为樊增祥、易顺

鼎等诗风相近，“颇究心于中、晚唐”而将他

们归在一处，其实按樊增祥的自述，他自己

是转益多师。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写法， 虽然

体例独特，倒不是没有来由，在下文中我会

详细论述。 这里还是先回到我所说的错愕

的感觉， 这种感觉是对自己已有的知识结

构的一种撞击， 因为我以前所了解的现代

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甚至国人写的西方文

学史，如欧洲文学史等都不是这样的写法。

我所了解的文学史一般的写法， 是将时段

分开， 在每一时段开始前有一个关于该时

代的概说、概观或导言等，先要把这一时段

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介绍一番，然后才轮

得上文学， 最后才落实到具体时代的具体

作家。即以影响比较大的几种文学史为例，
无论是刘大杰 1948 年版的《中国文学发展

史》还是游国恩等 1963 年主编的《中国文

学史》，以及较晚一些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中国文学史》、 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

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在每

一社会阶段的开端，对社会形态和政治、经

济状况先作简要介绍，似乎形成一种套路，
不先谈社会大背景，经济和政治状况，不对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所了然， 就不能直接

进入文学层面的内容（刘大杰在其 1962 年

版的文学史修订版中， 主要是添加了这方

面的内容）。
即我原先所熟悉的文学史体例结构中

不包含钱基博的这种以文体特点为分野的

写法，我以前读过的文学史是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 特别是以北京大学

55 级学生集体名义编撰的《中国文学史》，
开一代风气。③这种写法受到两种西方思想

的影响，一是本质论和反映论思想，另一是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

识形态的思想。虽然在文革结束后，人们会

以“左”、“受极左思潮影响”、“受政治运动冲

击”等评价来论及那时的一些学术思潮和著

述，但是基本的路数和意识形态是从上述方

面而来，有其学术思想方面的深刻原因，只

不过有的极端，有的相对中肯一些。

钱 基 博 有 没 有 受 以 上 西 方 思 想 的 影

响？很难判定。钱基博年轻时一心向往学习

西学，而且在 1920 年代初在上海的圣约翰

大学当过教授，处于时代潮流之中，不可能

不受西方思想影响。 但是从现代中国文学

史的写法上看，显然没什么影响（尽管从他

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写成的年份看， 各种西

方 思 潮， 包 括 马 克 思 主 义 都 已 经 进 入 中

国），当然如果钱基博写的是古代文学史而

不是现代文学史， 体例的独特性就不会那

么明显，他在若干年后写的《中国文学史》，
其体例和其他同时代的文学史大致相同。
但是，上世纪 20 年代，他在将那么一群文

化人写进文学史时， 没有将他们以年代划

分，比如以同治、光绪、清末、民初和北洋时

期来划分，而是以文体流别来分，是十分自

然的事情。因为朝代的更替是相对外在的，

文脉的延续和流传则是更加直接的， 更何

况这一时段中的文化人， 有的是作者识面

未定稿

58



的前辈，有的是同辈人，处于大致相同的文

化氛围中，遭受同样的时代变迁，在同样的

社会历史大背景下， 各自创作风貌的差异

显然不能简单用时代来解释。
这里就不能不说到中国文学研究传统。
中国的文学研究传统是关注文章流别

的传统和系谱研究传统。 这一传统可谓源

远流长。近人刘师培在其《搜集文章志材料

方法》一文中特别强调了这一方法：

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
古代之书，莫备于晋之挚虞。 虞之所作，一

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 志者，以人

为纲者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 今挚

氏之书久亡，而文学史又无完善课本，似宜

仿挚氏之例，编纂《文章志》、《文章流别》二

书，以为全国文学史课本，兼为通史文学传

之资。 ④

应该说， 这一见解不是为刘师培所独

家秉持， 也为当时北京大学一干文学教授

的共识，当年的《北京大学日刊》于 1918 年

5 月 2 日登载的国文教授会议的“文学教

授案”似可为此佐证，其关于文学史课程的

开设有如下说法：

教授文学史所注重者， 在述明文章各

体之起源及各家之流别，至其变迁。递演因

于时地才性政教风俗诸端者， 尤当推迹周

尽使原委明了。
教授文学所注重者， 则在各体技术之

研究， 只须就各代文学家著作之中取其技

能最高， 足以代表一时或虽不代表一时而

有一二特长者，选择研究之。 ⑤

可见，“文章各体之起源”和“各家之流

别”是 20 世纪初文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
没有什么大的争议。 大家之所以对此见解

比较一致，缘由是古文论中早有这一传统。

刘师培将之追溯到了晋代的挚虞。 挚虞的

《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虽然亡佚，但是还

有《文章流别论》存世，所谓流别是既强调

“流 ”又 区 分 “别 ”的 ，但 后 人 更 看 重 的 是

“别”，如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

认为《文章流别论》“之所以值得重视”，重

要理由之一就是“因为它把文章的体裁区

分得更细”。经由挚虞，难怪刘勰的《文心雕

龙》中搜集和囊括了那么多文体，从《明诗》
到《谐隐》，由《史传》至《书记》，林林总总不

下二十种。而在此之前，关于文体这方面的

分辨有“文学”与“文章”之别，还有“文”与

“笔”之分野，有奏议、书论、铭诔、诗赋之归

类，所以梁元帝在其《金楼子·立 言》中 有

“古之学者有二，今之学者有四”的说法。

如果说文章流别论，注重的是“别”，那

么钟嵘的《诗品》因其鉴定和把握诗歌的流

品，其要义在溯“流”，考镜源流，揭橥递演。
钟嵘的《诗品》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

是文学（诗歌）系谱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一

般文学研究者关注他的《诗品序》，认为这

是诗歌“缘情说”的代表作。 这么说当然没

有问题。除了强调情感，对于诗歌创作的演

进， 从四言到五言的发展， 对于五言的推

崇，关于比、赋、兴三义怎样“酌而用之”等，
钟嵘在此序中均有所言及，也都为《诗品》
研究者所恒久关注。然而，他的诗品不仅仅

是强调情感，讨论诗体的演进，更是确立了

一种评价标准，即诗歌的品第或格调，否则

不成其为诗品。
钟嵘认为：“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

以宾实，诚多未值”，⑥而自己的判断是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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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依据的，因此要比九品论人可靠得多。
他将汉以来的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分上、中、
下三品：上品计有李陵、班婕妤、曹 植、刘

桢、王粲、阮籍、陆机等十一人；中品计有曹

丕、嵇康、陶渊明、鲍照等三十九人；下品有

班固、曹操、王彪、徐干等七十二人。
钟嵘划分的标准， 如按其诗品序开首

“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之说，应该是

以情感的真伪，情调的雅俗论优劣，但是只

要稍微关注一下诗品的正文， 我们就能发

现， 其对诗歌的品评不是依据其内涵的情

感真挚和强烈的程度而定， 而是依据它们

的源流血脉来判别的。 上品诗往往血统高

贵，它们来自诗经、楚辞这样古老而久远的

传统，有“文温以丽，意悲而远”这样委婉而

高远的意境。 如李陵“其源出于楚辞，文多

悽怆”；曹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

彩华茂，情兼雅怨”；刘桢“其源出于古诗，
真骨凌霜，高风跨俗”；阮籍则“其源出于小

雅……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

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
至于中品诗，离源头已远，似没有一个

诗人有资格直接承传国风、小雅的。中品诗

人的源流至多来自上品，如曹丕“其源出于

李陵”，颜延之“其源出于陆机”，这还算有

些来历，而陶渊明则比较惨，其源出于同为

中品的应璩，应璩则“祖袭魏文”，还是在中

品内打转转。中品还有许多诗人没有标出源

流。 是钟嵘无暇顾及还是不想再细细分辨？
论及下品诗人， 钟嵘干脆就不标源流

了。既然列为下品，显然其源流来自何处已

经不十分重要了。因为它们离主流已远，流

品芜杂，所以就三五个一拨，轻松打发。 其

中最为简略的是仅用十六字就将七位诗人

一起了断，真是惜墨如金。我们可以说这样

的评判，未免草率，但是要对一百多诗人个

个都作出精当的评断， 本来就不是容易的

事情，对排行榜的最后几名，人们不能有太

高的期望。

钟嵘的判断是否公允、切中肯綮，另当

别论， 后人关注诗品序而少言诗品中具体

的评价， 表明钟嵘所确立的诗歌判断标准

没有普适性，他对陶渊明的误判，或者说将

这样一位著名的被历史证明有久远影响的

诗人列为中品， 其趣味和鉴赏力引起了后

人的批评和质疑。但是就现有文献看，钟嵘

是第一个对诗歌创作的谱系作出描述并下

判断的， 他的评价和划分代表了那时的一

种风尚，即崇尚古风。亦即钟嵘制作的这份

诗歌“排行榜”不是以今天我们熟悉的市场

法则或销售量来定夺的， 而是以它们与诗

歌的源头国风或楚骚“血统”的亲疏远近来

定高下的，因此《诗品》开首就有“古诗”赫

然在目，“古诗”不知何人所作，只是“其体

源出于国风”，故名列榜首。当然，正因为不

知具体作者，也不知准确年代，有些许神秘

色彩缭绕，使之平添三分魅力。
钟嵘所谓的“古诗”，是指由无名氏创

作，并经由无名氏编选的汉五言诗歌集，其

中除了陆机所拟十四首，被他称为“文温以

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

金”。其外还有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
王所制”。 ⑦这样，钟嵘所见的古诗集，当不

少于五十九首。据说《昭明文选》中的“古诗

十九首”，也是萧统从《古诗》集中精挑细选

出来的。鉴于钟嵘的时代稍早于萧统，大致

可以推断，萧统能见到的前人的选本，钟嵘

应该也能见到。 或许他们见到的是相同的

本子。

这里不是想考证《诗品》所推崇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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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否包含“古诗十九首”，或者它们均出

于同一个更古老的选本。只是想指出，钟嵘

所推崇的“古诗” 既是汉代五言诗最早源

头，也是五言诗中的翘楚和标竿，此外它们

还有另一重价值，那就是它们源出于国风，
源出于诗经和楚辞， 承续了一个伟大的传

统，即怨而不怒、言近旨远的传统。 由此钟

嵘为后 人 考 订 了 一 个 大 致 的 诗 歌 演 进 系

谱。除了源出于国风、小雅、楚辞等，钟嵘还

沿波逐流，细加甄别，将自己熟悉和认可的

诗人归入这样的源流之中， 不管他们是其

源出于李陵、出于陈思、出于公干者，还是

出于仲宣、 出于陆机者……其中出于陈思

和仲宣者最众，似表明钟嵘更加“偏袒”建

安七子，特别是欣赏他们“情兼雅怨”、“高

风跨俗”的诗风，并认为是建安一干诗人得

五言古诗之真传，上承风骚之精髓，下启魏

晋之风韵。而对于时人推崇的鲍照、谢朓等

略有讥刺。称这些人为轻薄之徒，因为他们

竟然“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

朓今古独步”。 ⑧

钟嵘之前，刘勰已经有“时运交移，质

文代变”，“歌谣文理， 与世推移”，“文变染

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⑩等说法，但是钟嵘

从维护诗歌系谱的立场出发， 既然认“古

诗”为五言诗最高标竿，“建安风骨”是其嫡

传，那么必然对时人的其他趣味大加质疑。
他批评那些学习鲍照、谢朓的人“师鲍照终

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

枝’。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⑩所谓

“无涉于文流”，就是不入流，不入诗歌之主

流。不入诗歌之主流，当然就难入诗歌之堂

奥。至此，钟嵘有关诗歌品第的评判立场和

明源流溯谱系的考察方法昭然于文坛，并

影响了其后一代又一代的诗家和文学（诗

歌）研究思路。

说到系谱研究的传统， 中国诗学的学

术理路和现代西方的系谱学并不相同。 中

国的谱系学讲学统讲承传， 西方现代人文

学科的谱系学，例如尼采的系谱学思想，就

是建立在对已有的旧说怀疑和质询的基础

之上的， 即通过词源学等方法来挖掘历史

的碎片，并不是想维护某种统一的历史观，

并为此寻找某一个确定的起点，恰恰相反，
尼采“是要驻足于细枝末节，驻足于开端的

偶然性”，来打破这种统一性。
按福柯的说法，“谱系学家需要历史来

祛除起源幻象”，因为谱系学“并不打算回

溯历史， 不打算在被忘却的散落之外重建

连续性； 它的任务并不是给整个发展进程

强加一个从一开始就已注定的形式， 然后

揭示：过去仍在，仍活生生地在现在中间，
并在冥冥中唤醒它”。相反，谱系学“应该追

寻来源的复杂序列， 就要坚持那些在自身

散落中发生的东西……揭示在我们所知和

我们所示的东西的基底根本没有真理和存

在，有的只是偶然事件的外在性”。 輥輯訛

其实，尼采的所谓道德谱系研究，并不

是要在世界的背后寻找善与恶的起源，而

是想追问：“人在什么条件下为自身构造了

善与恶的价值判断？ 这些价值判断本身又

有什么价值？ 迄今为止它们是阻碍还是促

进了人的发展？ 它们是不是生活困惑、贫

困、退化的标志？ 或者与之相反，它们自身

就显现了生活的充实、力量和意志，或者显

现了生活的勇气、信心和未来？ ”輥輰訛

尼采从词源学出发，认为“善”这个词

并非像那些道德谱系学家想象的那样，从

一开始就必然与“无私的”行为相联系。 相

反它产生于贵族的价值判断走向衰亡的时

期。 尼采认为， 最早从古希腊时候起，“真

中国文学史谱系学论要

61



诚”、“高贵”、“好”这些正面的词是贵族用

来表达自身的， 所以“善=高贵=权势=美

丽=幸福=神圣”，而“平凡”、“俗气”、“低级”

等词汇演变成“坏”的概念，是用来形容下

等人的。 后来，在漫长的话语争夺战中，在

僧侣们最阴险狡诈的复仇行动中， 加之道

德上的奴隶起义，情势逆转，那些价值正面

的词和概念被底层人们所篡夺、 改变和拥

有，故“唯有苦难者才是善人；唯有穷人、无

能的人、下等人才是善人；唯有受苦受难的

人、贫困的人、病人、丑陋的人，才是唯一虔

诚的人，唯一笃信上帝的人，唯有他们才配

享天堂的至乐”。而那些“高贵者和当权者，
永远是恶人、残酷的人、淫荡的人、贪婪的

人、不信上帝的人，你们将永远遭受不幸，
受到诅咒，并将罚入地狱！ ”輥輱訛由此，尼采得

出道德诞生于奴隶们的“怨恨精神”，而不

是出于善，这样一种结论。 尼采的“重估一

切价值”十分重要的一环，就是对现有道德

和善恶起源说的颠覆。
福柯重提尼采的谱系学， 不是肯定尼

采的价值立场，而是发扬其词源学的方法，
重现“实际的历史”，以颠覆禁锢人们头脑

的本质主义的历史观。在福柯看来，尼采的

谱系研究开辟了一种历史研究的新途径，

即“使实际的历史与传统历史相对立”的途

径，“实际的历史打乱了通常在事件的突现

与连续的必然性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总有

一种历史传统（神学的或理性主义的），倾向

于将特殊事件纳入理想的连续性———目的

论的进程或自然因果序列。而‘实际’历史要

使事件带着它的独特性和剧烈性重现”。 輥輲訛

至于系谱学对于福柯， 则是自己着手

的《知识考古学》的理论向度的新拓展。 知

识考古学探讨的是某些知识和观念的生产

和流变， 其深层则展示历史演进的多样性

和复杂性，以解构历史的统一性和连续性。
当然，福柯将历史分解为多种话语和层面，
知识考古学就是分门别类地来揭示这些话

语的演化过程， 而系谱学， 按他自己的理

解，是带有实践品格的。由知识考古学走向

谱系学， 就是由知识分析走向知识—权力

的分析，故在福柯那里，系谱学家就是致力

于现代社会中权力、 知识以及肉体之间关

系的诊断学家。

中国的谱系研究，走的是另一条路径，
中国的谱系研究和发掘是经验性的和考据

性的，是为了确立或维护一种道统或学统，
是为了加固某些随着时代的流变而可能失

落和被丢弃的传统礼教和价值观。 就如韩

愈在其《原道》中弘扬的尧、舜、禹、汤、文、
武、周公、孔子之道，是试图以文化保守主

义的方法强调文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或

者说为了某种理想， 建构了文化的一致性

和连续性。 文学（或诗歌）的谱系研究还有

另一重意义， 就是给文学鉴赏和批评确立

一种趣味标准和审美标准。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和思想传统中，由

于没有本质论和反映论的根基（当然不排

除个别学人、 思想家在这方面有所建树），
所以也不会产生类似西方现代意义上的谱

系学。尼采、福柯等谱系学与本质论认识论

呈反向关系，正是在现代西方语境中，谱系

学有其振聋发聩的开拓性意义。
西 方 学 者 在 追 溯 认 识 论 的 现 代 源 头

时，往往追溯到笛卡尔的基础理论。海德格

尔曾认为，从莱布尼兹以来，德国思想界所

达到的高度，丝毫没能超越这个理论，而恰

恰是在这基础之上展开了它形而上学的广

度，并为 19 世纪的思想繁荣创造了前提。
与笛卡尔几乎同时代的中国学者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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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 则走了一条以今天西方的眼光看来更

为“现代”的路子，在其《明儒学案》中，他对

有明一代的学术思想的递演、 嬗变和各个

流派的传承作了缜密而结实的梳理， 其对

十七个学派的二百一十个学者的思想学说

的考辨，可谓其功厥伟。
诚然，钱穆在其《读刘蕺山集》中有言：

“余少年读黄梨洲《明儒学案》，爱其网罗详

备，条理明晰，认为有明一代之学术史，无

过此矣。 中年以后，颇亦涉猎各家原集，乃

时憾黄氏取舍之未当， 并于每一家之学术

渊源， 及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指点未臻确

切。乃复时参以门户之见，意气之争……故

其晚年所为学案， 已仅可为治明代儒学者

之一必要参考书而止。 ”輥輳訛

这里“指点未臻确切”，今人可以作两

种理解，一是《明儒学案》乃黄宗羲一人之

力所完成，十七个学案，二百多学人，在材

料的搜集、归纳和概述上，未免有疏漏和不

当之处；二是见仁见智的问题，确切和未臻

确切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话题。说到“门户

之见”，也是在所难免，人总有其局限性，黄

宗羲浸淫王门心学日久，自然倾心于王门，
在全书六十二卷中， 王门各派就占了二十

卷。 应该看到钱穆的批评是就《明儒学案》

的内容而言， 从方法和形式上讲，《明儒学

案》远远领先于时代。黄宗羲所确立的学术

研究框架， 不仅为日后其弟子的《宋元学

案》所遵循，也对两百多年后梁启超《中国

近三百年学术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

框架几乎不必作大改动就可搬到当下中国

思想史学术史的讲义中， 搬到今天的大学

课堂上。

从文学谱系学研究的角度来审视钱基

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他的现代文学

人物中为什么可以有樊增祥、 易顺鼎等只

在较小的文学圈内有影响的人物， 而没有

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等在普通民众

中影响很大的近代小说家， 就比较容易理

解， 因为这些近代小说家在传统文学的谱

系上没法安排。当然，新文学中也没有他们

的地位， 新文学是以新民体或白话体为发

端的，新民体有康有为、梁启超等，白话体

有胡适和鲁迅等。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是从 20 世

纪初肇始的，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被学

界公认是最早的著述。这部草创的文学史，
按林传甲自己的说法是“仿日本 川种郎

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 輥輴訛有多种著述

均提及了中国早期的文学史对日本人所写

的中国文学史的借鉴， 由于手头没有川种

郎的文本， 不知道这一仿意或借鉴是指文

学观念上，还是大的框架上。我更相信是指

文学观念上的仿照。 因为从目录看川种郎

的体例是按“春秋以前的文学”、“春秋战国

时代的文学”、“两汉文学”逐次编排的，即

在大量历史遗留的文本中将文学的部分，

从非文学的部分区分出来。
林传甲的文学史就大的框架上而言，

无论是上半部分论述文字和音韵的演变，
还是下半部分探讨文体流变， 应该是出自

中国古老的传统， 不像从日本学者那里借

鉴。特别是谈论文体的部分，更是有来历可

寻， 所以林传甲的文学史在这方面有更大

的包容度和宽尺度的分野。 他所列的文体

有群经文体、周秦传记杂史文体、周秦诸子

文体、史汉三国四史文体、诸史文体、汉魏

文体、南北朝至隋文体、唐宋至今文体、骈

散古合今分之渐、 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

四体之别。 显然这里其实不是在说挚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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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意义上的文体， 而是以历史和时代演

进为主轴，作大跨度的概述。
在 林 传 甲 的 文 学 史 中 为 什 么 没 有 诗

歌、小说、戏曲？ 今人认为最重要的文学样

式都不在其列，特别是没有诗歌？如果说在

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属于稗官野史，“托体

稍卑”， 那么诗歌历来是中国文学的正宗，
为什么也没有？

这或许要到追问林传甲的文学观。 这

是比较笼统的文学观， 按他自己的说法：
“夫籀篆音义之变迁， 经史子集之文体，汉

魏唐宋之家法”輥輷訛几乎无所不包，既包括文

字之学，文章之学或文笔之学，也有骈散之

体的区分，但就是诗歌阙如，虽然在其《文

学史》第七篇中，有若干小节论及“诗三百”，
也只是将其作为“群经文体”之一种来讨论

而已， 绝不是诗歌文体本身独立的价值所

至。这估计是受桐城派文学观念的影响，文

学和诗学分隔在两个领域，其时，京师大学

堂的总教习是桐城派传人吴汝纶。
这是没有经过现代思维辨析、 分化的

文学观，虽然以经史子集为依据，但是集部

小说、戏曲自然不在其列，即便是在集部的

诗歌。

中国的文学研究是谱系性的经验性的

研究，是地地道道的“内部研究”，这是没有

经过外部研究洗礼的内部研究， 所以后来

者在文学研究上往往沿袭前人的思路和框

架， 只是在材料的取舍和处理上力求别开

生面，并在历史的纵向描述中，力求全面、

清晰和到位。 所以我们能看到的早期北大

文学史讲义，如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

讲义》（1917 年）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要

略》（1916—1920 年之间）、吴梅的《中国文

学 史（自 唐 迄 清）》（1917—1922 年 之 间），

虽然各有千秋，但是在思路上无大的突破。
刘师培在其《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强调骈体

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是对桐城古文的一

种反拨，上承阮元的文学思想而来，阮元推

崇汉学，褒扬骈体文，认为只有像孔子那样

“以用韵比偶之法 ,错综其言”才配得上称

“文”，并将孔子的《文言》奉为文章之楷模。
因此刘师培文学史的宗旨虽然逆时（相对

于桐城派在晚清的兴盛而言），却并非独树

一帜。 当然这与即将到来的五四新文学运

动所批判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出发点

完全不同。

这里须提到黄摩西， 有论者认为他所

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虽然正式出版稍晚于

林传甲的 1910 年， 但是在 1904 年就已经

编撰为教材， 并用于东吴大学的教学，“应

属国人所著第一部本国文学史”。 輥輶訛其实林

传甲在京师大学堂的所用的讲义也印行于

1904 年。 另外有说法：“中国文学史一书非

摩西一人所作，属于古代者，出摩西手，汉

以后则他人所续也。 ”輥輷訛故黄摩西文学史的

独特之处不在于时间上的第一， 而在于进

入具体史料前， 有洋洋洒洒之论述， 有总

论、略论、分论诸篇，对“文学之目的”、“文

学史之效用”、“文 学 之 起 源”、“文 学 之 种

类”、“文学定义”等等一通辨析。 他的文学

“特质论”在 20 世纪初是脱出中国传统研

究思路的，明显受西方思想影响，即不以体

制定文学，而以内容特质来界定文学。所谓

文学之特质者如下：
（一）文学者虽亦因乎垂教，而以娱人

为目的。
（二）文学者当使读者能解。
（三）文学者当为表现之技巧。
（四）文学者摹写感情。

未定稿

64



（五）文学者有关于历史科学之事实。
（六）文学以发挥不朽之美为职分。 輦輮訛

他 的 文 学 史 分 期 也 与 其 特 质 论 相 关

联， 以专制制度与个体情感和自由精神的

对决所造成的势态而划分， 由此形成文学

全盛期（上世）、文学华离期（中世）、文学暧

昧期（明代）、第二暧昧期（清代）等四个大

的阶段。

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或许受启于

黄摩西，开篇就专门设立“文学之定义”一

章，其中就“中国古来文学之定义”、“外国

学者论文学之定义”、“文学研究法”、“文学

之分类”等问题作了理论的梳理和探讨，然

后才由历史的源头往下叙说。 该书出版于

1918 年，在体例和内容上不仅比黄摩西的

规整，也比与他几近同时期的刘师培、朱希

祖、吴梅的文学史讲义齐备、周详。
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拓展了中国

文学史的基本规模。另外，也是最有体例意

义的，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之下，以文学家为

主线，为人物立了专章专节。 在此之前，林

传甲是依据时代和文体为线索， 王国维的

《宋元戏曲史》（1914 年）也是以时代和戏剧

体裁作为线索，不以戏剧家为章节的中心，

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亦如此，均可谓

“目中无人”，即在体例的纲目中，没有具体

的作家。刘师培的稍好，在两晋文学中设有

嵇、阮，潘、陆等名目，但是说到南朝，简约

了许多。谢无量于历代的著名诗人、文学家

等均设有专节，从这一点看，倒是有川种郎

的影响， 明显是将目光聚焦在具体的文学

家身上。
但是其中所设“五帝文学”和“夏商文

学”章节，既无材料上的依据，也和其中古

文学史、 近古文学史等内容无理论上的前

后一贯性。

20 世纪的文学史研究到了胡 适 有 一

个大的转变。胡适的文学研究，从根本的立

场上改变了在他之前因袭的传统。 开创了

中国文学研究的本质主义的路径。 这体现

在他写的《白话文学史》中。该书虽然于1928
年才正式出版，但是于 1921 年在给教育部

办的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时， 就有

了基本的大纲和讲义。 胡适的新思想与他

年纪轻轻留学国外有很大关系。 胡适的白

话文学史观是本质主义加进化论的， 虽然

他的白话文学史通篇没有提及“本质”这个

概念，但是他认为与口语相联系的“活”的

语言，是文学的根本，文言则是“半死的语

言”。由此写白话文学史，要一切推倒重来。
先秦的他不敢碰，因为缺乏材料上的依据，
无法在《诗经》等典籍中明确区分“死文言”
和“活语体”。汉代的有乐府在，可以对照汉

赋中的文人创作，区分白话和文言，所以白

话文学史从汉代写起， 这也是一种写作上

的策略。
关于胡适《白话文学史》在方法论上对

文学史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将另文展开。

髴髵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 38 页、115 页，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 社，2008 年

版。

髶例如游国 恩 等 主 编 的《中 国 文 学 史》，在 其 说

明中就直言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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