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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①这是

丹尼尔·贝尔在1978年做出的判断。时隔三十多年，我们这里也应验了他的这一判断。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我们已经大踏步地进入一个视觉文化时代：几乎所有的文化产品都围绕着视像

化展开，视觉美学、眼球经济业已成为文化生产的内在逻辑。而在此过程中，文学的生产与消

费也成为视觉文化的一部分。既如此，这个视觉文化究竟是什么文化？视觉文化与文学的关系

如何？文学生产在视觉文化时代已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文学理论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又该

如何做出调整？这些问题是需要我们面对的。

一

虽然关于视觉文化的论说已有许多，但为了更好地分析视觉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对

视觉文化做出相关的梳理与界定依然是必要的。

从一般的意义上看，视觉文化对应于印刷文化，是当代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之后所形

成的文化形式。在哲学界和美学界，与视觉文化来临相关的另一表述是“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以此对应于当年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②。而结合西方学者关于视觉文化问题

的相关思考，视觉文化又可在如下层面上加以确认。

赵 勇

视觉文化是一种后现代文化、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在视觉文化时代，视觉思维与影视逻辑已进入到文学的内部构成

之中，从而改变了小说的生产方式、叙事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面对这种文学变化的格局，文学理论与批评应该聚焦

于文学与新媒体的“结合部”，其研究视角可调整到印刷文化与视觉文化之间、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美学分析与

意识形态批判之间。如此做法才有可能激活当下的文学理论，让它有所作为。

视觉文化时代文学理论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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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视觉文化是一种后现代文化。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认为：“印刷文化当然不

会消亡，但是对于视觉及其效果的迷恋（它已成为现代主义的标记）却孕生了一种后现代文

化，越是视觉性的文化就越是后现代的。”又说：“后现代主义标志着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

视觉图像以及那些并不必然具有视觉性的事物的视觉化在戏剧性地加速发展，以致图像的全

球流通已经达到了其自身的极致，通过互联网在高速运转。”③无独有偶，艾尔雅维茨（Ale觢

Erjavec）在论述视觉文化时也指出了它与后现代主义的关联：“后现代主义最突出的特点是从

视觉出发。它是一种图像和图画不仅相互纠缠、而且可以互换的视觉文化。”“在后现代主义

中，文学迅速游移至后台，而中心舞台则被视觉文化的靓丽辉光所普照。”④

如果从文学的角度出发，以上两位论者的思考似可延伸出如下理解：在视觉文化时代，文

学从总体上看已经处于一个边缘的位置，这不仅是因为文学的可视性差或者简直就不存在什

么可视性（所谓的“文学形象”其实不过是我们借助于自己以往的视觉经验并通过想象在头脑

中形成的一种幻象，所以才有“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之说），而且也因为视觉文化的

传播载体（如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等）要比印刷媒介更直观、迅捷、方便，从而形成了一种媒体

霸权，并对印刷媒介构成了一种压制和排挤。在这个意义上，视觉文化的后现代性其实意味着

文学的没落，它逼出了文学的前现代性或古典性。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曾经扮演过“第一

小提琴手”的作家与文学在视觉文化时代已经易位。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格局中思考文学所发生的种种变

化。一般而言，模糊人物性格、淡化故事情节、注重描摹人物的精神世界、努力挖掘人物的潜意

识心理等等，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对此，法国新小说作家兼理论家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甚至指出：“现在看来，重要的不是继续不断地增加文学作品的典型人物，而是表现矛

盾的感情的同时存在，并且尽可能刻画出心理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⑤如果转换到视觉文

化的语境中来加以思考，我们可以说现代主义的文学策略努力淡化的是小说的可视性，增强

的则是小说的可思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文学策略是与视觉文化背道而驰的，而因此写就

的小说也给视觉文本的转换带来了极大的难度。例证之一是，从《永别了，武器》到《老人与

海》，海明威的全部小说几乎都改编成了电影，但据茂莱（Edward Murray）分析，这些改编基本

上都是失败之作⑥。而在我看来，失败的原因之一便在于海明威小说的可视性差而可思性强。

但是，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策略除了大量使用戏仿、反讽、拼贴、征引等多种技巧外，还在某

种程度上接通了传统小说的写法，把故事性强、情节紧张有趣等等放在文学写作的重要位置，

从而让小说具有了更多的可视性而非可思性。这种小说的后现代性或许可被看作是对视觉文

化的一种有意无意的迎合。当我们说后现代主义小说变得更“好看”或“可读性”强时，这自然

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因为它降低了理解的难度，去除了某种深度模式，进而完成了从“思”到

“视”的转移。

其次，视觉文化也是一种消费文化。可以从多个角度进入到有关消费文化的理解之中，若

从视觉文化的角度考虑，视觉文化与消费文化的连接点有二：其一是视觉形象，其二是视觉消

费。

为了让所有的一切具有可消费性，消费社会采取的基本手段是让其产品统统经历了一个

物化、商品化、形象化的过程。在这里，商品物化仅仅使其产品具有了消费的可能，而要刺激人

的购买欲与占有欲，则必须让其产品形象化。这样，制造视觉形象便成为消费文化生产的内在

逻辑。杰姆逊曾经论述到语言文字在广告产品中的“Logo”化倾向⑦，这既是对文字的物化处

理，也是把字词转化成一种视觉形象的过程。惟其如此，才会出现弗洛姆所描绘的那种情景：

视觉文化时代文学理论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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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瓶可乐在手，我们喝的是漂亮的少男少女在广告上畅饮的那幅景象，我们喝的是瓶上那条

‘令你精神百倍’的标语。”⑧在这里，商品的视觉形象虽然造成了能指与所指的彻底断裂，但这

也恰恰是消费文化生产的秘密。

如果说视觉形象涉及到的是生产环节，视觉消费则直接与消费者有关。韦里斯（Susan

Willis）指出：“在发达的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并不需要涉及到经济上的交换。我们是用自己

的眼睛来消费，每当我们推着购物小车在超市过道里上上下下时，或每当我们看电视，或驾车

开过广告林立的高速公路时，就是在接触商品了。”⑨这里把视觉消费界定为仅动用眼睛而不

动用钱袋的消费行为，固然也可算作一种重要的消费文化现象。但在我看来，视觉消费的真正

要义在于它不过是生产—消费活动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其最终目的还是要把那种通过眼睛的

象征性消费转化为一种通过行动的实体性消费。卡尔维诺的短篇小说《马科瓦尔多逛超级市

场》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受广告视觉形象的召唤，马科瓦尔多一家人进入了超市，而他们目

迷五色的过程便可看作视觉消费的过程。但他们终于没能止于视觉消费，而是把货架上的许

多商品装满了自己的手推车，从而把过眼瘾的视觉消费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购买行动。只是

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囊中羞涩无钱购物时，他们才从那种迷醉状态中惊醒，然后选择了仓皇出

逃⑩。这篇小说可以看成视觉消费转化为实际消费的经典案例，其中隐含的视觉消费的逻辑走

向不能不让人深长思之。

第三，视觉文化还是一种大众文化。根据笔者的梳理，在西方世界，大众文化经历了从近

代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到现代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演变过程輥輯訛。这里我想进一步强

调的是，在通俗文化时代，由于媒介载体主要是印刷媒介，所以通俗文化虽然已经出现了洛文

塔尔所描绘的情景———犯罪、暴力与感伤成为结构小说情节的重要元素，作家甚至“像好莱坞

影片中所表现的那样”，“纤毫毕现地细致描绘攻击、暴力、恐怖的场景”輥輰訛———但与现代大众文

化相比，通俗文化毕竟还只能算作小巫见大巫。而近代通俗文化之所以能演变成现代大众文

化，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电子媒介的介入以及对相关产品的再生产与再加工起了决定性的作

用。波兹曼（Neil Postman）之所以会把美国19世纪以前的年代称为“阐释年代”、而把后来的年

代称为“娱乐业时代”，关键在于“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生活中惟一的消

遣。那时没有电影可看，没有广播可听，没有图片可参观，也没有唱片可放。那时更没有电视。

公众事务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的，并且这种形式日益成为所有话语的模式、象征和衡

量标准”輥輱訛。转换到传播媒介的层面思考这一问题，“阐释年代”向“娱乐业时代”的转变其实就

是印刷媒介霸权向电子媒介霸权的转变。而在此转变中，娱乐成了电子媒介产品的重要内容。

供人娱乐也正是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而电子媒介与娱乐内容的结合，则让大众文

化充分视像化了。换句话说，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大众文化内容恰恰是通过视觉文化的形式体

现出来的。而视觉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包装与制作除了让大众文化变得更加“好看”之外，还降

低了进入大众文化的门槛，也进一步让大众文化变成了一种轻浅之物。在印刷文化时代，一个

人即使要去接触赵树理的通俗小说，他也必须具备起码的识文断字的能力。但在视觉文化时

代，诉诸视听感官的大众文化却已不需要阅读训练。波兹曼说：“看电视不仅不需要任何技能，

而且也不开发任何技能。”輥輲訛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指出：“一个人没有必要在看‘复杂节

目’前，一定要先看‘简单的’节目。一位只看了几个月电视的成年人与看了几年电视的成年人

对电视的理解可能相差无几。”輥輳訛他们说的便是这个道理。

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本来就不是厚重之作，而经过视觉文化的生产之后则又变得更加轻

浅单薄了。事实上，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它们一旦被视像化，都必然会经历一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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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到肤浅、从复杂到简单的叙事转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电影不是让人思索的，它是让人

看的”輥輴訛；“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

因所在。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

目。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

娱乐业的发展”輥輵訛。例证之一是央视《百家讲坛》的节目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做得非常成功，但几

乎所有的主讲人都遵循着“把传统文化通俗化、历史人物故事化、故事情节传奇化”的叙述套

路，而最终所形成的结果也无非是“把深刻的思想肤浅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輥輶訛。出现这种

局面，显然与迎合视觉文化的生产特点有关。

以上，笔者分别从后现代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的层面分别释放了视觉文化的内涵。

那么，做出如此分析有什么意义呢？大体而言，我想由此说明如下问题：第一，视觉文化并非仅

仅就是与视觉相关的文化，在其背后还隐藏着许多常常被人忽略的意识形态内容。所以，视觉

文化表面上是眼睛美学，实际上是生产方式的革命；表面上是生产方式的革命，实际上又是生

产者与消费者价值观的潜移默化。第二，由于后现代文化、消费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基本对应项

分别是现代主义文化、审美文化和精英文化，那么视觉文化的来临一方面意味着现代主义文

化、审美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衰落，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这些文化要想继续生存，不得不或者借助

于视觉文化为其张目，或者寄生于视觉文化为其整容。文化生产因此呈现出更加迷乱的格局。

第三，视觉文化最重要的对应项是印刷文化，而文学恰恰是印刷文化的产物。当视觉文化来势

汹汹甚嚣尘上时，文学不可能不受到冲击与影响。那么，在视觉文化时代，文学究竟发生了怎

样的变化呢？当然主要是文学的视像化。而配合着文学视像化的进程，叙事文学（主要是小说）

又出现了写作逆向化 （先剧本后小说）、技法剧本化 （丰富的小说技法简化成了主写人物对

话）、故事通俗化和思想肤浅化等等症候。于是作家的写作观念、小说的美学精神在视觉文化

时代已经位移，视觉思维与影视逻辑也已进驻小说，改变着小说的生产方式、叙事方式和语言

表达方式。小说内部构成的变化也必然会延伸到其外部交往中，从而带来接受方式、消费模式

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一种美学现象，而更应该把它看作一种大众文化和

消费文化现象。既如此，文学理论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又该怎样做出相应的调整呢？

二

从最本来的意义上考虑，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都是对当时文学实践活动的概括和总

结。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之所以是诗话词话，是因为诗词歌赋是文学的主要形式。后来兴起了

小说评点理论，又是因为叙事文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进而逐渐兴旺发达。20世纪后半段，文学

理论先后被政治观念（50—70年代）和审美观念（80年代）主宰，也可看作文学理论与当时文学

现实的一种互动与交往。那么，文学理论发展到今天，它又如何与文学交往，如何回应了现实

问题呢？

答案很可能比较悲观。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许多学者使用的依然是“纯文学”的理论评

判尺度，而并没有意识到今天的文学已变得严重“不纯”。在我们的文学理论教科书中，“文学

是审美意识形态”的核心命题依然盛行，而实际的情况很可能是文学已无“美”可“审”。在这

里，我丝毫没有责怪“纯文学”评判尺度和“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核心命题的意思，而只是想

指出如下事实：当我们的文学现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时，我们的文学理论却反应迟钝，没有

做出应有的及时回应，因此显得滞后，变成了一种“不及物”的理论。如此一来，理论也就失去

视觉文化时代文学理论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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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阐释文学现实的能力。

这时候，重温拉尔夫·科恩在《文学理论的未来》（1989）序言中的如下文字便显得非常重

要：“人们正处于文学理论实践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形式主义、文学史、

文学语言、读者、作者以及文学标准公认的观点开始受到了质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

因为，人们需要检验理论写作为什么得到修正以及如何在经历着修正。因为，人们要认识到原

有理论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续、哪些业已废弃，就需要检验文学转变的过程本身。”輥輷訛实际上，我

们现在首先需要检点的也正是今天的文学已发展到何种地步，文学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

且还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然后才能对文学理论本身做出清理———哪些文学观念已经落伍，哪

些思维方式已经陈旧，哪些批评方法已经滞后，哪些理论话语已经错位。只有做出这种清理并

调整其应对策略之后，文学理论才可能被重新激活，进而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那么，如何才能激活文学理论呢？鉴于已经发生变化的文学事实，我在这里谨慎地提出一

种应对方案：文学理论的视觉文化转向。而由于视觉文化其实就是后现代文化、消费文化与大

众文化，所以文学理论的视觉文化转向实际上也是文学理论的后现代文化转向、消费文化转

向和大众文化转向。

这里需要略做解释。自从 J. 希利斯·米勒发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輦輮訛

的长文之后，“文学终结论”便成为国内文学理论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米勒认为，文学的消

亡起因于印刷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印刷文学曾经对民族国家公民的理想、意识形态、行为方

式、判断方式进行过塑造，但如今文学的这些功能却由新媒体取而代之。于是，“技术变革以及

随之而来的新媒体的发展，正使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逐渐死亡。我们都知道这些新媒体是什么：

广播、电影、电视、录像以及互联网，很快还要有普遍的无线录像”。他甚至举证说：“如今最受

尊敬、最有影响的中国作家，显然是其小说或故事被改编成各种电视剧的作家。”“人们看书是

因为他们先看了电视改编。”輦輯訛与此同时，享有“中国先锋文学之父”称号的马原也宣布“小说已

进入了漫长的死亡期”輦輰訛，因为小说家在今天这个时代只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是走向影视；第

二条是走向媚俗，写畅销书；第三条路是走进博物馆輦輱訛。无论是米勒还是马原，他们都认为文学

或小说将是终结之物，而既然文学终结、新媒体活跃，文学理论的视觉文化转向莫非是转向电

影电视等等新媒体那里？

其实这并非我要表达的意思。关于“视觉文化转向”（或曰“文化转向”、“图像转向”），国内

早有学者提及并做过相关思考，但是他们的思路似乎是主要去关注承载视觉文化的媒介形式

和媒介内容。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视觉文化其实就是做“文化研究”，而与文学理论几无关系。

也正是由此，才导致了“文学理论边界问题”的相关讨论。我所谓的文学理论的“视觉文化转

向”与上述思路并不相同。其基本意思可以表述为：文学理论更应该去关注文学与新媒体的中

间地带，这个地带或许可以称之为文学与新媒体的“结合部”。而之所以如此考虑，又是基于如

下理由：如果我们承认“文学终结论”有一些道理，那么这种“终结”并非“猝死”，而是会经历一

个漫长的过程（谁也无法预测这个过程会延续多长时间）。在这个将死不死、似死非死或者死

而不僵、回光返照的过程中，文学将会寄身于种种新媒体，从而与新媒体形成诸多复杂暧昧的

关系，由此也会催生出许多文学的新品种，如电影小说或影视小说、电视散文、摄影文学、网络

文学、手机短信文学等等。与传统文学相比，这些文学新品种或许只能称之为“亚文学”，其文

学性和审美价值自然乏善可陈，但正如“城乡结合部”的混乱、无序、驳杂、丰富会蕴藏着许多

值得书写的故事一样（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便是对“城乡结合部”的聚焦），文学与新媒体的结

合部也蕴含着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文学理论聚焦于这一场域，或许也可以像路遥那样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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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既然如此，文学理论就必须做出调整。而在文学理论的视觉文化转向中，笔者以为文学理

论的研究视角可进一步调整到印刷文化与视觉文化之间、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美学分

析与意识形态批判之间。

（一）在印刷文化与视觉文化之间。如今常常被人忽略的一个问题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其实是印刷文化的产物，而由此形成的文学研究也大都依托于印刷文化语境。即便像“诗中有

画，画中有诗”之类的命题，也是“前印刷文化”语境中的思考之物。它能够解释古典文学中的

诗歌意象，却无法解释当今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现象。

视觉文化时代，文学的存在方式一方面依然是印刷媒介，但另一方面，电子媒介与数字媒

介也成为文学的寄身之所。媒介的载体发生了变化，文学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文学研究的问

题意识、分析框架、理论资源等等也必须随之改变。比如，在比较纯粹的印刷文化时代，文学往

往会以严肃的面孔出现（“严肃文学”的说法或许来自于此），深度模式还是文学追求的目标。

但是在视觉文化时代，是否“好看”并吸引眼球却成了文学的致胜法宝。网络文学往往以戏仿、

戏说、反讽、搞笑等等作为其修辞策略，想要达到的就是“好看”的效果。这其实是新媒介带来

的一种视觉思维。而这种思维也早已波及到作家的写作观念与文学期刊的办刊理念那里，让

他（它）们做出了迅速的调整。例如，1999年，刘震云曾经说过：“至于那种强调‘故事性’的看法

更是十分落后。如果要读故事的话，看看电视、电影足够了。现代传媒的发达对文学来说是一

件好事，它使文学变得更为纯粹。那种讲故事的东西只是白天喧闹的交往，而文学则更应成为

夜晚在心灵深处与好朋友的交流。”说这番话时，刘震云是在为他的《故乡：面和花朵》辩护。因

为此小说可读性差，记者在阅读时甚至一度打起了瞌睡輦輲訛。但是几年之后当刘震云推出《手

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时，他已在追求小说的“好看”，而故事性、可读性、无巧不

成书也成为这几部小说的共同特点。又如，《北京文学》在1998年推出了“好看小说”的概念并

设计相关栏目。2003年，《北京文学》又创办选刊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其办刊宗旨则

是“好看、权威、典藏”，“好看”被放到了首要位置輦輳訛。既然无论是网络文学还是传统文学，“好

看”甚至已内化为某种艺术法则，文学理论便需要面对这个问题。

而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许多，像图文关系问题、语词钝化问题、由于轻巧而导致的文学失

重问题、由于孤独的写作不复存在而形成的集体生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仅仅借助于印刷文

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并不能获得有效的解决，而动用视觉文化的研究视角、理论与方法或许

才能看到问题的真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理论才需要在印刷文化与视觉文化的交汇处

用力使劲。

（二）在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也可以把这种研究视角表述为在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化

之间、在审美文化与消费文化之间、在先锋与媚俗之间等等。之所以要做出这种调整，是因为

以往的文学理论大都是在精英文学、先锋文学、雅文学、美文学、纯文学基础之上的概括和总

结。这种文学理论关注的是作品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分析的是文本的叙事模式、修辞方式和

语言特色。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輦輴訛托尔

斯泰说：“真正的艺术不需要装饰，好比一位被丈夫钟爱的妻子不需要打扮一样。伪造的艺术

好比是一个妓女，她必须经常浓妆艳抹。”輦輵訛昆德拉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輦輶訛汪曾祺说：“写

小说就是写语言。”輦輷訛阿多诺说：“艺术只有具备抵抗社会的力量时才会得以生存。除非艺术将

自己物化，它才会变成一种商品。”輧輮訛韦勒克说：文学的有用性体现在文学作品可以给人带来一

种“高级的快感”，“可以把那种给人快感的严肃性称为审美严肃性”輧輯訛。这些论说虽角度不同，

视觉文化时代文学理论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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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点不一，但因此形成的文学理论其实都是对精英文学或高雅文学的要求、认识、阐释与呵

护。

然而，在视觉文化时代，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审美与消费、先锋与媚俗之间的分野已

基本抹平，由此带来的是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混沌不分。于是，文学当然还可以是灯火，但

更可能是引导国民娱乐精神的灯火；文学当然也可以不需要装饰，但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是

无疾而终；文学已与社会握手言和，但它们却也生存得如鱼得水，因为它们已然物化而变成了

商品；文学还在给人提供快感，但这种快感已远离审美，而变成了一种“养眼”式的消费快感。

与此同时，小说已在追求简单，它把“写语言”简化成了“写对话”。面对这样一种文学，我们不

得不借助通俗文学、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理论面对之，分析之。如果动用的还是精英文学基

础上生长出来的文学理论，很可能会形成某种错位。

兹举一例略做分析。余华的《兄弟》面世后，有评论家便指出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好看”。邵

燕君认为，“好看”的原因“不仅在于《兄弟》写了很多性，很多暴力，写得很煽情很刺激，而更在

于《兄弟》扣准了大众心中隐藏的密码，顺应了大众内心的情感趋向和阅读习惯”。而《兄弟》的

语言基本上是“段子”式的，如此处理，这部作品就变得好读不累輧輰訛。梁鸿也指出：“阅读《兄弟》

是轻松的。伴随着情节的发展，你的精神会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没有担待，到最后，你完全松懈

而且畅快了，因为余华与你灵魂的世俗要求完全吻合，与这个时代的大众文化内核完全一致，

换言之，时代大众精神在余华这里没有遭遇到丝毫抵抗，反而被赋予逻辑严密的合情性与合

理性。”輧輱訛而在我看来，《兄弟》的“好看”不仅意味着余华已参透了视觉文化时代的高级机密

（《兄弟》一开篇即写李光头在公共厕所看女人屁股，这里不但有对公共厕所的详细描绘，也有

对所看到的五个屁股之形状的仔细交待。实际上这种写法正是视觉思维的产物：作者通过逼

真的场景展示，制造出一种视觉奇观，而最终则把丰富的文学叙事变成了一种平面的欲望化

叙事），而且意味着曾经先锋的余华与转向媚俗的余华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利害冲突，而更

应该是一种流畅的换位与熟练的对接。因为卡林内斯库早已说过，先锋派（Avant-Garde）与媚

俗艺术（Kitsch）并非彼此对立、水火不容，而是眉来眼去、秋波频送輧輲訛。而这样一来，《兄弟》也就

打通了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化的疆界。

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充满着视觉文化时代诸多文学症候的作品，一些学者却用巴赫金的

狂欢化理论做出了非常隆重的解读，并认为这是一部有望进入学院、进入文学史的好作品輧輳訛。

在我看来，这种分析使用的便是精英文学理论的阐释框架，而并没有意识到《兄弟》已是审美

文化与消费文化的杂交之物。于是，这种文学理论的阐释力度越大，其错位的幅度也就会变得

越大，从而引起价值评判的混乱。

（三）在美学分析与意识形态批判之间。既然以往的文学理论建立在对精英文学研究的基

础之上，那么面对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和批评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美学分析：依据自己阅读鉴

赏过程中获得的审美经验，再依据相关的文学理论知识和文学批评标准，然后对作品进行解

读、阐释、分析、评判，进而做出审美价值的定位和审美意义的确认。尤斯（G. E. Yoos）指出：

“文艺批评、合理的艺术判断产生于对一特定的艺术品的欣赏之后。批评所评价的是对欣赏的

经验的回忆。”輧輴訛汤普金斯（Jane P. Tompkins）在梳理了多种文学批评流派后认为：“批评家的任

务首先是阐释，然后才是评判。”“当代批评家面对文本的姿态就是注释家的姿态，正如柏拉图

假设的那样，文本不再是可以立即澄清自己的意图，因此，批评家的任务多少就总是与阐释联

系在一起。这种对文本的姿态为一切当代文艺批评流派所共有。”輧輵訛以上两种说法的关键词一

是欣赏，二是阐释，它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以往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通常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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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做法首先来自于如下假定：许多文学作品像托尔斯泰的《复活》或曹雪芹的《红楼

梦》一样，其生成非外力所为，而是作者生命体验的结果；作品面世后又在较长的时间段里得

到了读者的认可与批评家的检阅，它们的思想品位与艺术价值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于是面

对这样的作品，后来者除了欣赏便只剩下阐释的工作了。但问题是，当下的许多作家既不是托

尔斯泰也不是曹雪芹，他们受“意象形态”召唤，被视觉文化引领，他们的作品也就有了太多的

非文学因素和非审美因素，他们已失去了写出《复活》与《红楼梦》的现实土壤。当越来越多的

文学作品渗透着视觉文化逻辑，散发着商业文化气息时，对它们进行美学分析将显得奢侈或

多余。这时候，批评家惟一可以做的工作很可能就是意识形态批判。甚至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

的经典说法做出如下表达：这种文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

象”輧輶訛。

追溯一下，意识形态批判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传统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当

中的许多人都把这种批判理论与方法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如阿多诺与马尔库塞对大众文化的解读与批判，阿尔都塞对“症候阅读法”的发明与使用等

等。而根据杰姆逊的解释，意识形态批判之所以大有可为，正是在于现象与本质之间存在着距

离，而造成这种距离的正好是意识形态本身輧輷訛。由此来思考中国的当下文学，我们便会发现文

学除了依然承受着政治意识形态或隐或显的规约外，还接受着商业意识形态、消费意识形态

乃至视觉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等等的支配。文学本来是审美意识形态的产物，但由

于今天的文学已被其他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进驻着、占领着、相互纠缠着、进退失据着，审美

意识形态也就被裹胁、被绑架乃至被出走或被自杀，而几无藏身之处或活动空间。如此一来，

文学的价值观、文学作品的呈现方式、文学生产的流程、文学的消费方式等等也就比以往更显

得迷乱和诡异，由此造成了现象与本质之间更远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正需要我们加大

意识形态批判的力度。

如果说美学分析是对文学的阐释，意识形态批判就是对文学的揭示；如果说美学分析是

对文学的附魅（enchantment），意识形态批判就是对文学的祛魅（disenchantment）。从阐释到揭

示，从附魅到祛魅，既可以看作面对当下文学研究姿态的调整，也可以看作文学理论的批评范

式转换。而只有做出如此调整和转换，我们的文学理论或许才能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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