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的概念史初探
刘晓宇 牛月明1
[摘

要]“表现”作为两次西学东渐所共享的能指，其所指是有较大变化的。

“表现”在中国古籍中偶有书证，但并非现代文论使用的意义。作为现代文论
核心概念的“表现”是西洋学从东洋来的产物，有一个词化、汉化、固化与异
化的过程。本文在梳理中国古籍“表现”书证与早期西语词典“Express-”汉译
的基础上，通过对 W. Hunt《文学概论》（1906 英文版；1935 年汉译），夏目漱
石《文学论》（1907 日文版；1931 年汉译）、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
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1908），梅光迪《文学概论讲义》（1920）、本间久雄
《文学概论》（1921 日文版；1924 年汉译）、《苦闷的象征》（1924 日文版；
1924 年汉译）等著述中“表现”书证的梳理，考察了“表现”概念词化、汉
化、固化与异化的大致过程，以期对中国文论概念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两头明
中间暗”之学术弊病有所补益。
[关键词] 表现 汉化 固化 异化
“概念”作为人类的基本生活资料，是对现实的简化及对经验的词化，是学术史研究的
根基。概念意义的确定依赖于语境，有其固化、异化的过程，这就使作为学术史研究分支
的概念史成为可能2，特别是中国文论“新学语”，其词化、汉化、异化、固化的过程更加复
杂曲折，其概念史研究亟待梳理、开拓。中国文论“新学语”的概念史研究以提高学术争鸣
与学术研究的透明度为依归，并为中国文论话语共同体提供必要的“杀毒软件”。本文以“表
现”概念为例，试图探讨中国文论“新学语”概念史研究的基本路向。

一、“表现”概念的原初语义

对于中国本土文化而言，成体系的西学东渐至少有两次，一次是佛教的东渐，一次是欧
美学说的东渐。“表现”作为概念的能指，一开始并不是欧美学说东渐的产物，而与佛教的东
渐关系密切。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表现”作为概念的能指较早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杂
阿含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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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概念史”可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学术史研究意义上的，专注于某一学术概念的历史，对学术共

同语（能指）的历史研究；一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借助概念的形成、使用、论争来研究历史的变迁。两
种取向虽然相通，但侧重点不同，本文侧重于前一种。

尔时，世尊，大梵天王还去未久，即还祗树给孤独园，敷尼师檀，敛身正坐，表现
微相，令诸比丘敢来奉见。时，诸比丘来诣佛所，怀惭愧色，前礼佛足，却坐一面。......3

联系上下文语境可知，世尊决定“今当复还，摄取彼众”，于是回到佛教圣地祗树给孤独
园，铺好尼师檀（一种布巾）
，敛身正坐，等着诸位比丘前来拜见，此处“表现微相”对应前面
的世尊的“复还”，表达一种“形体显现”的意思。
唐代时，僧人道宣的《广弘明集》中有 “所以垂形丈六表现灵仪随方应感”4一语，其中
“表现”与“垂形”相对，即“形体显现”的意思。随后李商隐的《樊南文集补编》及后世明代梅
鼎祚的《释文纪》中皆有“所以垂形丈六表現靈儀”的字句，可见“表现”与“垂形”相对应的用
法在后世得以固定下来。另外，唐代僧人释窥基所撰的《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三的“表无表
色章”中也有两处用到“表现”：一是“虽知散无表现行亦发身语”5，二是“如何得名身表业耶答
表现是假身”6。此两处用法与前引《广弘明集》相同，指的是“形体显现”的意思。唐代是
“表现”一词出现最频繁的时代，除前引两例外，在释一行的《大毗庐遮那成佛经疏》、释智
周的《成唯识论演秘》等佛教典籍中皆有出现，这与唐代佛教盛行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表现”是在魏晋南北朝佛教传入以后才开始出现于文化典籍中的，仅有寥寥数次，并非是
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概念，仅作为佛教词汇表示“形体显现”的意思，或者泛化到其他文化
典籍中表示“出现”“现身”等相关意思。
而在西方，“Express（表现）”在词源学上的意义是“挤压”、“挤出”、“压出”（press），意
指“内在的东西似乎是在某种外力作用下被挤压而出的”7。
“表现”理论在十九世纪登上历史舞台，其直接的影响是表现理论开始进入文学理论核心，
开始与再现理论分庭抗礼。杜威认为，“表现”在漫长的历史中丢失了其“挤压”的意思，被简
单的理解为“来自生产者的直接而完美的流溢”8，这一观点直接指向浪漫主义时期的表现说，
主要观点是“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9，“诗歌是诗人思想情感的流露、倾吐或表
现。”10这一型的“表现”概念以“情感宣泄”为核心，自朗吉努斯《论崇高》起，主要代表人物
包括华兹华斯、约翰・丹尼斯、欧盖尼・弗尔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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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表现”开始被发现其复杂的内涵意蕴，逐渐被转变为一种“审美理
没有在表现中

解”。克罗齐认为，“直觉即表现”，“
表现才能直觉。

象化了的东西就不是直觉或表象，就还只是感受和自然的事实。心灵只有借造作、赋形、

对

感受和自然的事实

”11在他这里，直觉即表现，而直觉和表现的对立面是“

印象、感受、感觉、冲动，

”，是“

情绪之类东西

”12。克罗齐论述了直觉、表现、感受和其他一些名词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能够

表现的才是直觉，不能表现的只是感受或者冲动，我们和真正的艺术家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我
们有的只是少许的感受，那些拥有表现的能力，才是真正拥有直觉的人。科林伍德认为那种
“情感宣泄”式的“表现”是一种非真正的表现”，而是“暴露情感”、“展示情感的种种征状”；“真
正表现的特征标志是明了清晰或明白易懂”，当“一个人表现某种东西”的时候，会“意识到他
所表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也会“使别人也意识到他身上和他们自己身上的这种东西”13。杜
威用生动的例子阐述了“一个在外在的观察者的角度看是表现性的动作”是如何过渡到“一个
内在的表现性的动作”的？他说，“起初，一个婴儿哭泣，与他转头去追逐光线是一样的；存
在着一个内在的动力，但没有表现什么。当这个婴儿长大后，他知道特定的动作造成不同的
结果，例如，当他哭泣时，他得到注意，而微笑又带来周围人的另一种明确的反应。因此，
他开始知道他所做的事的意义。当他捕捉到他最初出于纯粹的内在压力所做的动作的意义
时，他就具有了做出真正表现动作的能力。”因此开始“‘有目的’地做一个他过去是盲目去做的
动作”。14这就是杜威所阐释的真正的表现的发生过程，其实质在于，为了追求某种行为的后
果而去实施这种表现性行为。
布洛克对这两种“表现”概念做了精彩的总结，“所谓艺术表现，就是从情感状态（或体验）
向着审美理解转化。所谓内在情感的外化，不是情感的释放或涌出，而是改变它的性质，使
它从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变成一种艺术的理解。艺术家的目的不是象因果理论所说的那样，将
某种内在情感展示出来，而是真正理解这种情感，而这就意味着从一种‘情感状态’转变成一
种‘审美概念’。通过上述批评性的思考，那种宣称宣泄感情的因果表现论，便开始转变成一
种稍具认识色彩的表现论，按照这种理论，表现就是对一种感情的审美理解。”15
那么，第一次西学东渐所词化的“表现”与第二次西学东渐所词化的“表现”如何共享同一
能指？其所指有没有变化？其又是如何成为中国近现代文论核心范畴的？这都是需要用书
证探究的问题。

二、“Express（表现）”概念的西学东渐
在早期的英华词典中，“Express”并没有直接译为“表现”。1822 年的马礼逊《英华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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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1844 年的卫三畏《英华韵府历阶》，动词 express 的释义只有“to say，言”16一个义项。
1847 年，麦都思《英华字典》中增加了与 express 原意相符的义项“to squeeze out，挟出，挤
出来”17。1866-1869 年出版的罗存德《英华字典》的解释开始走向全面，对 express 的解释有
三点突破：一是明确“榨出，挟出”的意思，并把这一义项提到前面；二是将单音节词“言”发
展为双音节词“言出，讲出”；三是所增加的“显出，显明”的义项，相对于“言出”范围扩大了一
些，朝着“表现”又近了一步。18到了 1908 年，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增加了“表明，表出”19的
义项。1916 年的《赫美玲官话》又增加了“发表”20的义项。除了不断向双音节词发展，可以
看出，释义项和“表现”也越来越接近。
但是，从 1822 年马礼逊《英华字典》直至 1916 年《赫美玲官话》，在整个十九世纪和
二十世纪初期将近百年的时间里，英语的“express”与汉语中的“表现”尚未实现直接对应，这
同样意味着，无论是“Expression Theory”还是后来的“Expressionism”，都还未被表述为“表现
说”和“表现主义”。
西语词“express”与汉语词“表现”的对译，经历了从 1822 年“言”至 1916 年的“表明，表出”
再到今天的“表现”的发展过程，那么从“表出”到“表现”这一过程又是怎样完成的呢？这应该
与西洋文论的东洋化有关。
“表現”作为西语“representation”和“express-”的日语译词出现在明治年间。据日本学者
考察21，“表現”作为明治时代的新词，是对英语 Expression、德语 Ausdruck、法语
Expression、拉丁语 Expressus、exprimo 的汉化，其对应的汉化词还有“表出・表白・発現
・描出・形象化・体現・具現・表明”等。“表現”作为对“representation”及 “expression”
的 译 词 固 定 下 来 ，也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在明治 14 年（1881）的《哲学字彙》
中，“expression”的 译 词 是 “表出” ；而“表現力”的 对 译 是 “Presentation”。 明治 19 年
（1886）冷冷亭主人（二叶亭四迷）译《カートコフ美术俗解》中，“表現”后 面 标 出 的 片
假 名 是 “レ プ レ ヤ ン テ ー シ ョ ン （ expression） ”， 但 并 未 固 化 ， 十 年 之 后 （ 1896）
的 日 本 民法 238 条尚有「地役権は継続且表現のものに限り」等字句，“表現”仍 在 “外 显 ”
的意义上使用，同时期的词典也有大致相近的解释。
明 治 后 期 及 大 正 年 间 ， “表現”作为对“representation”及 “expression”的 译 词 才 逐
渐 在 文 艺 领 域 固 定 下 来 ， 如 大 正 3 年 的 《 美 术 词 典 》 ， 将 “expression”与 “表現”对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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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起 来 ， 森鴎外有「適応した言語で表現（ヘウゲン）する」等用法等等。
我们还可以在本间久雄《文学概论》、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夏目漱石《文学论》等
文学理论著述中找到大量书证。
本间久雄《文学概论》出版于 1916 年，正是西学东渐至日本的产物，其关于文学的定
义，引译了美国亨德《文学概论》
（1906）中的表述，也突出了“表現”与西方“express”的渊源
关系：

文學とは、想像、感情及び趣味を通じての思想の書かた表現であつて而もそは一般の
人に容易解易に又興味を牽くやうな非專門的形式にいてあはさたものである。22
Literature is the Written Expression of Thought through the Imagination, Feelings, and Taste,
in such an untechnical form as to make it intelligible & interesting to the general mind.23

《文学概论》中还有多处“表現”源自西方，又如：

イギリスの美學者ボサンケ（Bosanquet 一八四八—一九二三）もその名著『美學史』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の中で、美を定義して、美は、感覺又は、想像の特色的な個性
的な表現であると共に、その一般的な抽象的な表現である。24
If these two elements are reduced to a common denomination, there suggests itself as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beautiful, “That which has characteristic or individual
expressiveness for sense-perception or imagination,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of general or abstract
expressiveness in the same medium.25

此一例为本间久雄引译美国表现主义美学家鲍桑葵《美学史》
（1892）中对“美”的定义，
认为“美は、感覺又は、想像の特色的な個性的な表現であると共に、その一般的な抽象的
な表現である”，将鲍桑葵英语文本中的“expressiveness”译为日语词“表現”，搭配“个性”和“抽
象”。
限于篇幅考虑，我们只给出以上两例，论证日语词“表現”正是英语词“express-”的译词。
此外，
《文学概论》行文中“表現”的显而易见的西方渊源还有：Vinet（11）
、Edgar Allan Poe
（108）
、Walter Pater（119）
、Benedetto Croce（124）
、Maeterlinck( 129）等等。26
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于 1924 年由日本东京改造社出版，随即由鲁迅先生译为中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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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概论》
（中文版）
，章锡琛译，开明书店民国 36 年版，具体页码在正文中标出。

文，于同年 12 月出版。其内容多篇论述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相关，故其西学渊源自不
必多加例证，也正由于此，厨川白村所使用的“表現”和西方历史上浪漫主义时期提倡的“情
感宣泄”的“表现说”更为相似：

文藝は純然たる生命の表現だ。外界の抑壓强制から全く離れて、絕對自由の心境に
立つて個性を表現し得る唯一の世界である。27

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还给出了“表現”的定义：

卽ち表現とはわれわれが單に外界からの感覺や印象を他動的に受入れるのではな
く、内的生活のうちに取入れたさういふ印象や經驗を材料にして、新しい創造創作をす
ることである。かういふ意味に於てわたくしは上に述べた絕對創造の生活卽ち藝術が、
苦悶の表現であることを言ひたい。28

从这一定义可知，厨川白村论述的苦闷的“表現”，强调“内底生活里的那些印象和经验”
作为“表現”的材料，与西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时期所看重的“表现”（Expression）是一致
的，强调“内在情感”（即苦闷）的抒发，实质上是一种“情感宣泄”。
以上可知，作为近现代文论范畴的“表現”并非第一次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是第二次西
学东渐的产物，是英语词“Express-”的日语汉化译词。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一概念的
使用仍处于西方理论的译介部分，以之解释西方文学理论的“Express-”的相关用词，也表明
在这一时期，文艺“表現”理论在中日文论中的发展尚不成熟。
通过对《文学概论》和《苦闷的象征》的“表現”概念的使用情况的考察，日语词“表現”
和西语词“Express（ion）”的渊源得以确定；但另一方面，不论是出于误读还是出于创造，
比之西方，日本的西洋化文论中的“表現”概念并非照搬，而是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这主
要体现为主体对象的范围扩大。
从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看来，“表現”的主体范围的扩大现象是比较明显的，试举
三例：

形式の上では今まで最も曖昧な又最も消滅し易かつた輪廓を表現しようとする文體
である。29
藝術の道德的であるか否かは、そこに表現された事物、すなはちその題材の如何に
27

厨川白村：
『苦悶の象徵』
（日文版）
，
《厨川白村全集》
（第二卷）
，改造社昭和 4 年版，第 148 页。下引

该书仅标页码。
28

见『苦悶の象徵』
（日文版）
，第 161 页。

29

见『文學概論』
（日文版）
，第 130 页。

よるのではなく、むしろその題材がどういふ感情を通じて表はされてゐるかといふ感情
の性質の如何にかゝつてゐる。30
實際に於て藝術は常に觀念的に表現せられたる、より善き社會、もしくは惡しき社
會を、想像作用を通じて現實の社會と共感せしむるに從ひ藝術活動が行はるゝ其實在の
社會をば或ひは進步せしめ、或ひはせしむるの結果を生じて來る。31

上述三例中，“表現”的使用范围明显扩大，“表現”的主体有别于西方，开始包括诸如
“題材（题材）
、文體（文体）
、社會（社会）”等一些不需要“自内而外挤压的”客观的对
象......而在西方传统中，“Express（表现）”的内容，或者说“表现”这一行为的主体，只能是
Thought(思想)，Spirit(精神)，Imagination（想象）, Feelings（情感），Taste（趣味）等等内
在的东西。也就是说，“Express（ion）”由在进入日本成为“表現”的时候，其内在意涵已经
发生了改变，我们称之为“表現”概念的异化。
夏目漱石的《文学论》写于 1907 年，从原文来看，其对“表現”这一概念的使用主要集
中于“写实法”一章，将“表现”与“取材”并列，相当于“express out”的意思，即“表出”。至于“表
现”的内容，则不仅仅集中于“个人的情感、思想”等，在夏目漱石的行文中，写实的“表现”
是表现，浪漫、理想的“表现”也是表现，表现的对象不一而足，只要是可以“表出”的皆属此
类。这样看来，“表现”概念的主体扩大现象在夏目漱石时期已经出现，本间等人不过是沿
用。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夏目漱石所谓“表现”，往往指的是一种书面的表现，也就是说，
“表现”实质上是“写出来”的意思，而不包括倾吐感情，这就和西方传统意义上与自我情感紧
密联结的“表现”理论拉开了差距：不包括情感，也不需要外部力量由内向外的挤压，只要
写出来就可以了。如：

然れども表現的寫實法の長所は取材的寫實法の長所と異なる所なく、兩者活世界の
尋常生活を方寸に劃して、之を吾人の面前に躍らしめ、以て吾人が比隣の同胞に對する
如き興味と同情を喚起するにめり。32

经过以上探究得知，“表現”这一概念的改写在夏目漱石时期已经发生，此后，本间久
雄等人沿着这一路径将“表現”在文学理论中的改写继续发展，形成固定用法，深化了“表現”
在文学理论中的使用。度部昇一『ことばコンヤプト事典』中对“表現”概念有所梳理，认

30

见『文學概論』
（日文版）
，第 221 页。

31

见『文學概論』
（日文版）
，第 238 页。

32

夏目漱石：
『文學論』
（日文版）
，
『漱石全集』第九卷，岩波書店昭和 41 年版，第 360 页。下引该书仅标

页码。

为“表現”概念可以理解为“内在的外化”，但在何为内在？如何外化等问题上歧义很多。 33
三、“表現（表现）”概念的东西互动

在日本汉化、固化与异化后的“表現”概念，经由夏目漱石《文学论》
（1907 日文版；1931
年汉译）
、本间久雄《文学概论》
（1921 日文版；1924 年汉译）
、
《苦闷的象征》
（1924 日文
版；1924 年汉译）等文学理论著作进入我国之际，我国学人在引进西方近现代文学理论时，
也偶有使用“表现”概念的书证。
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
（1908）中，周作人在论述“世言文
章使命者，说复庞杂”时，提出的第四点是“有谓文章绝端在于自白，著者因文载纪其感情思
虑，以自表现是也”34，这里“表现”一词所对应的内容是作者自己的“感情思虑”，这和西方的
“情感流溢”说大致相当，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使用。而据周作人自述：

「论文章之界说及其意义，併及近时中国论文之失」
，上半杂钞文学概论的文章，凑成
一篇，下半是根据了新说，来批评那时新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的。35

循着这一说法，我们找到了“以自表现”所在句的原文为“Again, it is said, with conscious
pride,that self-expression is the end of literature——the unveiling of the author’s innermost self and
thought simply for the sake of the self-expression”36。通过与原文的对比，可以见出“以自表现”
的对应英文词为“self-expression”，此一例当为“expression”与“表现”对译较早的例子，就目前
掌握的资料来看，这很可能是中国文论系统中第一个在现代意义上对“表现”的使用，自有其
里程碑式的意义。
然而，这并不能作为中国近代表现概念成熟的标志。周作人所杂钞“文学概论”，即美国
亨德（W. Hunt）的《文学概论》
（Literature: 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1906）
，1935 年，傅
东华将其翻译完成。两相比较，周作人对“表现”的使用明显还不成熟：据笔者统计有 15 处，
傅东华将“express-”译为“表现”而周作人未能译为“表现”，集中出现在《文学概论》第一编的
第二章“文学的定义”和第十二章“文学的使命”（即周作人重点译介的两章）。以下试举两例：

33

度部昇一：
『ことばコンヤプト事典』
，第一法規出版株式會社，1992 年，第 1446 页。

34

周作人：
《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
，陈子善、张铁荣编：
《周作人集外文》
，海南

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 年，第 45 页。下引该书仅标页码。
35

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
，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 年，第 219 页。

36

W.Hunt, Literature: 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Company, 1906, p. 185.

W.Hunt（1906）37

周作人（1908）38

傅东华（1935）39

By it, Vinet probably meant that, as

测氏之意，殆以文

微内用这个词的意思，大约以为

synthesis, in logic, embraces the sum

章表人类知能，收

在伦理学上，综合就是用简洁可

total of a proposition in compact and

之小册，正如内籀

行的形式包括一个命题的总和，

practicable form, so literature expresses

之术总和诸支。

故文学也就是用整练而妥贴的

the sum total of human knowledge in

（40）

形式表现人类知识的总和的。
（二八）

condensed and adjustable form. (22)
As

an

approximately

safe

and

宏氏《文章论》曰： 作为一个几近于稳妥和满意的

satisfactory definition, we submit the

“文章者，人生思

定义，我们现在呈现出下面这一

following: Literature is the Written

想之形现，出自意

个：——文学是思想经由想像，

Expression of Thought, through the

象、感情、风味，

感情，及趣味的画面的表现，它

Imagination, Feelings and Taste, in such

笔为文书，脱离学

的形式是非专门的，可作为一般

an untechnical form as to make it

术，遍及都凡，皆

人所理解并感趣味。（三〇）

intelligible and interesting to the general

得领解，又生兴趣

mind. (24)

者也。”

其后，梅光迪的讲稿《文学概论讲义》
（1920）中，多以“发表”与“感情”相联结，如“文学
所发表之感情多为失意的，盖不平则鸣”“常人虽有感情而无发表本能，文学家有之”40，与现
代汉语的使用迥然有别，即说明“表现”尚未进入文学理论成为惯用语；而“表现”只有 1 处：

“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史家布禄克（Brooke）则以‘表现世间男女情思，布置适宜，令人
读之能生愉快之感者，方为文学’
，立说进于余子矣！”41（The written thoughts & feelings of
intelligent men and women, arranged in a way which will give pleasure to the reader.）

这一论述中，“表现”的内容为“男女情思”，与周作人一样，梅光迪亦将“感情”作为“表现”
的主体对象，但参照布禄克的英文原文，“表现”的动词对象并非“expressed”而是“written”，也
就是说，此“表现”不需要“press out”，丢失了其“挤压”的意义，其中含有的必要意义仅仅是
“write out”。如此，梅光迪使用的“表现”就和周作人一样，只是一种极其偶然的现象，而非深
谙内涵的前提下使用。

37

W.Hunt, Literature: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Company, 1906. 具体页码在表格

中标出。
38
见《周作人集外文》
，具体页码在表格标出。
39
[美]亨德：
《文学概论》
，傅东华译，商务印书馆民国 24 年版，具体页码在表格中标出。
40

梅光迪讲演：
《文学概论讲义》，杨寿增、欧梁记，
《现代中文学刊》2010 年第 4 期。

41

见《文学概论讲义》
。

基于以上周作人和梅光迪的使用，我们大致可知，“表现”这一概念 1920 年尚且为数不
多，寥寥数次不过偶然，到了 1931 年《文学论》的译本中，张我军对于“表现”概念的使用已
经远远超过日语原文中“表現”的频率。可见，“表现”概念在文学理论中的固化应该发生在
1920~1930 年间。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书证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其一，较早对“表现”相关理论进行译介的文论家，如郭沫若、成仿吾等，多有日本留
学经历。郭沫若在《印象与表现》一文中说，“印象在西文是 Impression，表现是
Expression。Impression 是由外而内接触，Expression 是由内而外的扩张。宇宙间的事事物
物接触我们的感官，在我们的意识上发生出一种影响，这便是印象。艺术家把种种的印
象，经过一道道灵魂的酝酿，自律的综合，再呈示出一个新的整个的世界出来，这便是表
现。我今晚想说的表现，正是这个意思。”42成仿吾在《<呐喊>的评论》中指出，“文艺学标
语到底是‘表现’而不是‘描写’”43。
其二，本间久雄《文学概论》和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由章锡琛和鲁迅翻译出中文
版本（1924）
，作为中国知识界了解现代文论的入门读物，在中国文论发轫期产生了重要影
响，我国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理论教材几乎都参照本间久雄版本的模式来发挥，所论述内容
亦不出其右。事实上，正是从 1924 年前后开始，“表现”开始作为文学理论重要概念频频在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中出现，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日本的西洋化文论在
上世纪二十年代涌入我国文学理论，是“表现”概念成为中国文论核心术语的重要原因。
基于此，我们对这两部译著中的“表现”的翻译情况做了详实的考察，研究其词义变化
现象。据笔者统计，
《文学概论》
（1924 年章锡琛译本）中“表现”共出现了 74 次，其中 49
次与本间久雄《文学概论》日文版中的“表現”是一一对应的。比如：

テ—ヌはかやいに說いてゐる。曰く「文學又は藝術の二つの時代、......もとよりこれら
の兩極點においても一般の觀念は變はつてゐない。表現や繪の題材は、いつも同じ人間の
型である。.......」44
泰纳这样说：——“取文学艺术的两种时代来考察，.......虽然在这样的两极端，但一般
的观念是同一的；其表现及绘画的题材，常常是人间的型式（type）
。......”45

又如：

42

郭沫若：
《印象与表现——在上海美专自由讲座演讲》
，
《郭沫若论创作》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08 页。
43

成仿吾：
《<呐喊>的评论》，
《中国近百年文学批评理论史》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45 页。

44

见『文學概論』
（日文版）
，第 188 页。

45

见《文学概论》
（中文版）
，第 115 页。

バアロオ曰く「偉大なる批評家とは、他人の作物の中に、または他人の作物を通じて
完全なる自己表現を見出す偉大なる心といふことを意味する。......そしてかくすることに
依つて、吾々は自身を一層自由に表現する。
」46
褒劳说：——“所谓伟大的批评家，是指那伟大的心，能够在他人的作物中，或通过他
人的作物而寻出完全的自己表现的。......依了这事，我们可以格外自由地表现我们自己。
”47

这一数据表明，章锡琛《文学概论》译本中的中文词“表现”是从本间久雄日文版本的日
语词“表現”悉数翻译而来，而这可能是“表现”这一概念大量进入中国文论的开始。无独有偶，
出版于同一年的《苦闷的象征》中也有同样的现象，如：
文藝は純然たる生命の表現だ。外界の抑壓强制から全く離れて、絕對自由の心境に立
つて個性を表現し得る唯一の世界である。48
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
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49

如果说日本文论在接受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继承和叛逆并存的话，那么，就“表现”这
一概念来看，中国近现代文论对待日本文论的方式则更近似于一种大面积接收。“表现”概
念在二十年代经由日本进入中国后，已经丢了其挤压的意义，开始转变为一种类似于“呈
现”或者“翻译”的行为。正如朱光潜 1931 年在《诗论》中所指出的流行语言习惯所定义的
表现：“在‘表现’的许多意义之中，流行语言习惯所用的最占势力。这就是：情感思想(包涵
意象在内)合为实质，语言组织为形式，表现是用在外在后的语言去翻译在内在先的情感和
思想。这是多数论诗者共同采纳的意见。”50
在这一定义之中，两种显而易见的危机切切实实的被包含其中：向内，是将“表现”简
单的理解为“情感宣泄”、“情感喷涌”；向外，是将“表现”的内容进行扩展，除感情和自我之
外，还包括社会、时代等等其他客观对象。所以，在此之后，“表现”这一概念已经演化为
两种极端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在文学理论中和精神自我站在一起，表达一种“情感宣
泄”，例如现代文学理论教材往往将“表现”概括为“用较为主观的方式表现诗人内心的情

46

见『文學概論』
（日文版）
，第 379 页。

47

见《文学概论》
（中文版）
，第 222 页。

48

见『苦悶の象徵』
（日文版）
，第 148 页。

49

[日]厨川白村：
《苦闷的象征》
（中文版）
，鲁迅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年，第 9 页。下引该书仅标页

码。
50

朱光潜：
《诗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67 页。

感。”51另一方面，在文学理论以及其他各种学科中客观的作为“呈现”和“翻译”被使用。

四、“表现”概念史研究的启示

“表现”作为两次西学东渐所共享的能指，其所指是有较大变化的。“表现”在中国古籍中
偶有书证，但并非现代文论使用的意义。作为现代文论核心概念的“表现”是西洋学从东洋来
的产物，其词化、汉化、异化、固化有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首先，“表现” 是在佛教传入中
国后才开始词化，表示“现身”等相关意思。西学东渐之初，“Express”类属概念与汉语中的“表
现”尚未实现直接对应。伴随着文艺理论领域的西洋知识东洋化，“Express（ion）”逐渐汉化、
固化为“表现”概念，但内涵随之也有所异化。“表现”重在通过“想”把无“形”变成有“形”，特别
是把 “深藏在内部” 的“自我”“情感”“本质”“精神”“灵魂” 通过“挤压”“意象”“直觉”“理解”等方
式“表”“现”（传达、象征、标识）出来，变成外在的、感性的、形象的。“表现”概念突出异化
了“象”之“想”的因素。
本文在梳理中国古籍“表现”书证与早期西语词典“Express-”汉译的基础上，通过对 W.
Hunt《文学概论》
（1906 英文版；1935 年汉译），夏目漱石《文学论》
（1907 日文版；1931 年
汉译）
、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1908）
，梅光迪《文学概
论讲义》
（1920）
、本间久雄《文学概论》
（1921 日文版；1924 年汉译）、
《苦闷的象征》
（1924
日文版；1924 年汉译）等著述中“表现”书证的梳理，考察了“表现”概念词化、汉化、固化与
异化的大致过程，以期对中国文论概念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两头明中间暗”之学术弊病有所补
益。
当前，媒体与信息空前发达，但深入、深层的交往与对话却格外艰难。同是学界中人，
都很真诚，也很努力，可经常没有“共同语言”。在许多学术会议中，看起来大家讨论地很热
烈，听起来是用同一个词，其所指却大相径庭。这与西学东渐以来，东方人“刻苦好学”而又
多“囫囵吞枣”的接受策略有关，也与学科知识和学术语言的透明度追求有关。理想形态的中
国文论建构一定不能再次陷入话语的迷宗，一定要增加知识的透明度。
汉语文论的新变，不仅是拥有前理解的汉语使用者的翻译问题，更是文化互动问题。现
在应该通过具体化、语境化、事件化、历史化重新唤起我们的文化记忆，将“自然而然的”、
“不言自明的”还原为“人为的”、“建构的”文化互动过程，从而在译词的汉化与建构过程中有所
发明，并进而生成对汉语文论有所培养的意识。
中国文论新变是文化互动的结果，但大而化之的研究往往雾里看花、隔山打虎，缺乏知
识的透明度。知识透明的基础是概念的透明，概念透明的基础是概念史的考辩，概念史的考
辩有助于知识透明度的增加，也符合中国体用不二的传统。中国文论的建构最终要落实到特
定的词语、概念、术语、范畴上，共同的学术话语——以语词（或关键词）为载体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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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范畴、观念——为学术共同体提供了可能性，学术史不应该只注重对学人+论著的褒
贬抑扬，不应该只注重对学术知识的讲授，更应该注重所操持学术共同语的清晰、严谨、简
明。因此，对学术共同语的历史研究正在成为学术史研究新的增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