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写与西方想象：“为人生”文论话语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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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人生的艺术”在 20 世纪 20 年代被新文学家引进，作为一个“新术

语”被各类辞书收录。将“为人生的艺术”这一陈述看作一种话语，通过对这一
话语形塑的历史考察，在一个侧面能够剖析这一话语背后的西方想象、观念生产
与知识构建。“为人生的艺术”这一话语是转型时代的文艺家在古今、中西的冲
突中遭遇价值困窘、认同危机时创造的新术语，既包含着新文学家将西方想象权
威化并自命为合法阐释者的权力策略，又渗透着挥之不去的引类譬喻的传统思维
模式，表达了转型时代迫切的术语期待。
[关键词]:为人生 新术语 话语 形塑 恋他
有学者将百年现代文论概括为“为政治”、“为人生”、“为艺术而艺术”三种文艺观的角逐：
先是政治与纯文艺观的并存，继之是“人的文学”、“为人生”与“为艺术”的观点争鸣，后来政治
的文艺观渐趋强势，最后占据绝对的优势，而现在主导层面，似乎人生的文艺观又重新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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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地位。 还有学者将之简约为“为人生”的“工具论”与“为艺术”的“自主论”这一悖论式存在，
从而以政治与艺术的双重现代性追求，来把握百年现代文论，并认为这种双重现代性的追求
4

影响到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及其理论的发展走向。 以上论述尽管具体取向不同，但
都赋予“为人生”文论话语在百年现代文论中具有囊括一个时段，把握时代脉搏的地位。从研
究现状来看，对于“为人生”话语的解释，呈现出一种明显的逆推现象，即将“为人生的艺术”
这一话语，作为一个更为宏大的理论体系（比如说现实主义、人道主义、民族国家、现代性）
的一个发展阶段来论述，其价值，也仅仅是作为这些宏大话语的过渡形态来呈现和分析的。
过于司空见惯往往会导致习焉不察，“为人生”文学观是不是也存在着伯林所说的“因为过于
5

不证自明，它反而没有得到经常的强调” 的情况呢？本文尝试做一番历史清理和话语分析。

一、曾经的新术语：被收录的 “为人生的艺术”

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重新审视“为人生的艺术”，会发现“为人生”话语在表述上呈现出一
种“口号”般的应时性与普适性，通常认为这一“口号”以直白明了的话语道出了文学的功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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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如此而已，并无理论深度可值得深究。更为困惑的是一旦进入“为人生”话语语境，会发
现在这一直白浅显的“口号”下，众多的思潮、主义均在抢占对这一话语的控制权。即便在同
一人道主义思潮之下，同样存在着众多的分歧与理论着眼点。取径不同，导致在论战层面的
剑拔弩张，各种思潮都强调自己对“为人生”的合法性诠释，在这一简单的表达之下的是纷纷
扰扰的众声喧哗，而对这一似乎不证自明的历史与逻辑的剖析却往往是歧路丛生，举步维艰。
最后，经由文学史形塑的“为人生”话语往往等同于现实主义，简约化类比性的思维模式，将
文学思想与创作方法等同，遂使得“为人生”连同现实主义一样往往被认为陈旧、过时，相比
于先锋理论的叱咤风云，很是有明日黄花之感。
查诸资料，介宾短语的“为人生”一词一直要到 20 世纪 20 年代才开始大量出现。1921
年 2 月 10 日出版的《小说月报》
，登朗损（沈雁冰）的《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提到
“现在对于‘艺术为艺术呢，艺术为人生’的问题尚没有完全解决，然而以文学为纯为艺术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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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我们应是不承认的” 。随后表述逐渐增多，当然，这一短语的出现也决非空穴来风，其含
义可追溯到此前周作人译介的“人生的艺术”，而时间则是 1918 年 4 月 19 日，周作人在北京
大学作了一场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演讲。他在介绍二叶亭四迷及其小说《浮云》
时，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人生的艺术派”这一名词。在 1919 年《平民文学》中又强调平民
文学，再次肯定了“人生艺术派”的文学。1920 年 1 月 6 日在北平少年学会的讲演《新文学
的要求》中，对于“人生派”与“艺术派”做了相当公允的论述，正式提出“人生的文学”：“这人
道主义的文学，我们前面称他为人生的文学，又有人称为理想主义的文学；名称尽有所异，
实质终是一样，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
7

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

“人生”虽可见于古代文献，但“为人生的艺术”在当时确实作为一个新名词而被人们津津
乐道。1934 年出版的《新名词辞典》就将“为人生的艺术”作为“新名词”收录，解释为：“即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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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本身无价值可言，须对于人生有所作用才有意义与价值的主张。” 查诸此时的辞书，1930
年的《教育大辞书》
，最先收录“为人生的艺术”条目，解释道：“为人生的艺术 Art for Lif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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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ke”：“此与‘为艺术的艺术’相对，而主张以考察现实人生为艺术之目的者。” 这类辞书在介
绍“为人生的艺术”时，一般和“为艺术的艺术”相对照加以解释，通常将其作为一个外来词来
使用，引号便是其外在的身份标志，同时也伴以英文“Art for Life’s sake”加以注释，以表征其
10

11

异域属性。
《文学术语辞典》 、
《新文艺辞典》 等辞书，也将“为人生的艺术”作为条目收录，
成为一个时代的“新名词”、“新术语”。
“为人生的艺术”从最初学者的引用到收录进辞典，也是一个自身作为“新术语”、“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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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地位的合法性过程，一旦收录进辞书，拥有了这样的象征权力之后，它也就开始解释他
者的历程。以一种先在的标准，充当仲裁者来划分现实中的文学艺术，哪种是“为人生”，哪
种是“为艺术”。这类辞典的查阅者，多半是普通的知识获取者，受制于辞典等于知识权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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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理解，普通受众在接受辞典知识时倾向于顺向接受，而殊少协商，更难言对抗解读。 “为
人生的艺术”在今天已成为日常生活的惯常表达，而很少视为文学专业的特有词汇，更难言
“新”了。这样一种使用范围扩大，意义滑移的过程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二、他者形塑：“为人生”文论话语的历史书写

我们首先聚集于“为人生”文论话语本身，剖析这一话语使用者的具体倾向。“为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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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本是周作人“人的文学”的组成部分， 以《人的文学》发表为标志，五四新文学运动在
思想内容上才真正实现革故鼎新。随之而起的文学研究会影响一时，“为人生”文论话语成为
整个文坛的主导话语。创造社虽以“骂战”的姿态逆势挑战，但意气之争有余，理论探讨不足，
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为艺术而艺术”并没有生根的土壤，虽言辞激烈，但掩饰不了骨子里“为
人生”的情结。虽然周作人很快抛弃了“为人生”的主张而趋向独善其身的“自己的园地”，但却
以个人的声音喊出了那个时代的呼声，足够振聋发聩，在“为人生”文论话语的理论行程中居
功至伟。周作人“人生的文学”几乎不涉及具体的创作方法，其核心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
义”，是五四时期以“人”的发现为标志，高扬个性解放，追求世界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标志性论
述，有其自成序列、脉络清晰的理论谱系。
许倬云曾用“形塑”这一概念来表达“中国”的形成，并建议现代史研究者用“形塑”一词来
14

重新关注现代史。 “为人生”文论话语的早期呈现、自我评价和后世书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
差异，借鉴“形塑”这一概念，我们也可以考证“为人生的艺术”这一带有浓厚人道主义色彩的
话语如何成为政治功利性、艺术工具论的代名词。在“为人生”文论话语的历史书写中，表现
为在文学目的论上，一般将“为人生”文论话语作为一种功利性的文学工具论，逐渐演化为民
族国家文学建构的一个时段，纳入“为人生”—“为革命”—“为工农兵”—“为人民”的理论谱系之
中，似乎“为人生”充当了“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文学观念的前期阶段。这一统纳、形塑的过
程，我们可以在早期的文学史、批评史书写中清晰地把握到。具体说来，以沈雁冰、郑振铎
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文论话语，随着 20 年代下半期苏联、日本的无产阶级理论的
输入，尤其是 1927 年北伐之后，“为人生”很快转变为“为革命”，“为人生”主流话语的格局不
再。三十年代前期“五卅”运动和国民运动兴起，个人主义开始受到批判，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文学阶级性论调明显增加，集体话语占据主导地位。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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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话》发表，明确提出了“文学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随着一体化趋势的加剧，
“为政治”、“为工农兵”逐渐代替了“为人生”，成为主流话语，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第四次文
代会的召开。
文学研究会初创之时，并未明确标出自己“为人生”的文学定位，因此对文学研究会是否
提倡“为人生”的口号，即便是当事人沈雁冰和郑振铎也意见不一。沈雁冰认为文学研究会本
身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文学组织，发起人并没有明确观点，基本否认将文学研究会看作“人生
15

派”，只承认对游戏、消遣文学的反对这一态度。 这种分歧在 1935 年两人为《中国新文学
大系》所写的文章中有集中呈现，沈雁冰在为《小说一集》所写导言中，坚持认为虽然文学
研究会在当时就被称作“人生派”，其成员也有这种倾向，但“文学研究会这集体并未有过这样
16

的主张” 。而郑振铎在为《文学论争集》所写序言中，明确表示文学研究会的两个刊物《小
17

说月报》和《时事新报·文学》“都是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示着写实主义的文学的”。

翻阅当时杂志可见，对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定位，开始出现在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
论战中。在论战中双方各自为对方贴上“为人生”与“为艺术”的标签，论战正酣之时，双方将
这一标签扩大为对方的唯一身份认证，攻击一点不计其余。后来在文学史家钱基博、王哲甫、
李何林、周扬等人对文学研究会的历史书写中，“为人生”这一话语逐渐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标
志。
18

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将文学研究会与新月社并称之为右倾的代表。 该书虽
然没有具体论述“为人生”这一文论话语，但对文学研究会“右倾”的定位，确是早期文学研究
者对于文学研究会的政治倾向的通常认识。1933 年，王哲甫在其《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
以五卅为界，将 1917 年至 1933 年的新文学运动分为前后两期，这一做法“开了以政治事件
19

为文学史分期的先河” 。在此书中王哲甫将沈雁冰的文学观概括为“社会工具，平民文学说”。
但是，他也同时引用沈雁冰在《近代文学何以重要》中的论述，强调近代文学是大多数平民
要求人道正义的呼声，认为文学研究会一派主张“艺术为人生”，创造社一派主张“艺术为艺
术”，并以提倡革命文学这一政治性尺度作为衡量标准，认为创造社比文学研究会思想进步。
20

徐懋庸的《文艺思潮小史》
，最后一章简要介绍中国文艺思潮的演变，认为文学研究会主张
21

“血泪文学”，“为人生的文学”，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相当于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的倾向。

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虽然已开始采用阶级分析的立场，但对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区分还
是着眼于文学目的论以及创作主张。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文学，在技巧上提倡写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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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创作社反对为人生的文学、功利主义、写实主义，主张艺术的艺术、唯美主义、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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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何林的代表作《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
，完成于 1939 年，将新文学的第一个十
年分为初（1917—1920）
、中（1921—1924）
、末（1924—1927）三个时期。而中期最明显
的就是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对立，虽然两派取写实与浪漫、为人生与为艺术不同趋向，但
23

是二者都“反映了欧洲十八和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文学的意识形态” 。李何林将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视为一个历史概念，指向了欧洲十八和十九世纪，当作是资产阶级文艺发展的不同
阶段，又据此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划归为资产阶级的流派。这种把不同文学流派产生的原
因归结为社会制度的观点，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明显受到了苏联弗里契机械唯物论的影响。
24

李何林虽然在当时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试图从阶级观点出发对于文学社

团、文学思潮进行定位，但撰写此书时，
《新民主主义论》尚未发表，李何林对五四新文化
运动性质和领导阶级的判断自然也没有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层面，因此他将五四
新文化运动仍然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文艺运动，而不是新民主主义文学。对于“为人生”文论话
语的定位，也将其类比为欧洲十八和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里涉及对当时中国社
会性质的判断，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界定，这些论述不符合 1949 年之后的主
流观点，五十年代受到钱俊瑞、何干之、范文澜等学界名流的质疑和批评。他自己也于 1950
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性质和领导思想问题——<近二十年中国文艺
思潮论>自评》
，认为自己这部著作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明确指出抗战前二十年中国新文学的
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学，也没有看到无产阶级思想对五四时代的领导问题。
25

此书初版四十年后，1981 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再版此书，从写于 1979 年 8 月的《重版说明》

可知，作者特意附上这篇《自评》
，以表达立场。李何林晚年对早期著作的批评，从“为人生”
文论话语的形塑史来看，正好呈现了这一话语如何从资产阶级文艺观如何慢慢转型为新民主
主义文艺观的历程。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想思潮论》，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历史文
本，在这一形塑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完成这一形塑转型的当属以新民主主义理论
解读新文学运动的周扬。
1937 年秋周扬来到延安，不久担任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开始摸索建立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体系，1939 年至 1940 年他还主讲“中国文艺运动史”，因上课所需编写了《新
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
。
《提纲》当时并未发表，从基本观点来看，与 1940 年 1 月发表的《新
26

民主主义论》非常吻合。 《讲义》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来解释新文化运动，
以五四运动为界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强调了无产阶级在新文学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吴文祺：
《新文学概要》
，中国文化服务社，1936 年，第 46 页，第 52 页。
李何林：
《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序》
，上海生活书店，1945 年，第 5 页。
24 黄修己：
《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60 页。
25 李何林：
《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性质和领导思想问题——<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自评》，《光明日
报》
，1950 年 5 月 4 日。
26 黄修己：
《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61 页。
22
23

认为“新文学运动，在其一般社会内容上，虽是民主主义的却并不属于世界资产阶级资本主
27

义文学的一部分，而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 。这一断定和上述几本文
学史著作有很大的区别，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并且日后成为绝对主导的官方阐释。在这样一种
对于中国革命的整体认知下，
《讲义》认为五四所谓的“新精神新内容”就是“人的自觉”的思想，
在文学上就是“人的文学”，带有资产阶级性质。在新文学创作方面开始出现的“人”，不是中
产阶级人物，而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由此也可以说明中国新文学从一开始以来的新民主主
义的性质”。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文学上的现实主义运动，当时所倡导的大体上都是为人生
的文学的主张。”胡适介绍的“易卜生主义”，不但强调“写实”，而且强调“实用”，即不但要求
28

“表现人生”，而且要求“抬高人生”。 周扬的《讲义》当时虽然并未发表，但由于其坚持了毛
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最新论断，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文学性质的最新判断，加之
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公开讲授，以此为节点，这一论述——新文学在五四运动之后正式形成，
“为人生”属于新民主主义的文艺观，无产阶级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最重要的领导作用——逐
渐取得了共识性的地位，成为解放区的主导文艺观，也影响了到了国统区文学史的书写。对
于“为人生”这一文论话语政治倾向的界定，最初一致界定为是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新旧民主主义，这一思想对现代文学史提供
了一个全新的解释框架。作为这一思想在文艺界的权威阐释者，周扬据此认为，“为人生”文
论话语，属于新民主主义文论，居于领导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实际上已将此前对“为人生”文
论话语视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文艺的观点，转化为新民主主义文艺的早期阶段。1942 年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最终完成这一形塑过程。
将“为人生的艺术”纳入到现实主义的发展脉络中加以探讨，甚至将“为人生”这一艺术目
的论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捆绑起来，看作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 1920 年的发展形式，本是
文学研究会的一种自我定位，在当时的文学批评以及后世的文学史书写中也似乎是一种共
识，这在王丰园、沈雁冰、徐懋庸、吴文祺、李一鸣、李何林、任访秋、朱维之等人的文学
史中有明确的书写。然而，这种“捆绑”与“共识”又何以形成呢？
“为人生”与现实主义本身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似乎现实主义这种创作手法天然地适合
描写被污辱被损害者的老中国儿女的昏昧麻木、凄凉悲怆，以及种种“社会问题”。这种描写
对象与描写方式的对位似乎是“为人生”等同与现实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然而更为重要的是，
这还涉及到人民性与现实主义的问题。按照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艺批评家杜勃罗留勃夫的论
述，人民性不仅体现在文学形式、表述语言，以及仪式、风俗的描写，“人民性的形式，是因
为它的内容，”这里所指的内容，主要指的是必须站在人民的而非统治阶级或引导者的立场
去体会人民的感情，只有同人民融为一体，感同身受，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具有人民性。
周扬：
《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
，
《文学评论》1986 年第 1 期。据编者按，该《讲义》包括“引言”、第一
章、第二章，第三章只写成一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黑材料”存入周扬档案中，1982 年才重见天光，
1986 年《文学评论》第 1 期刊载“引言”和第一章，第 2 期刊载第二章，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的《周扬
文集》也未收入此文。
28 周扬：
《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
，
《文学评论》198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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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勃罗留波夫文学批评标举“人民性”，并以此来衡量现实主义，人民性的渗透程度和现实主
义的深广程度成正比例，人民性的渗透程度越高，现实主义发展的水平相应也就越高。以此
评价俄国文学，杜勃罗留波夫认为俄国文学的发展过程，就是文学逐渐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剔除加诸于文学身上的虚无缥缈的幻觉，而表现为“文学怎样和人民与现实逐步接近起来。”
29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所倡导的这种现实主义理论，被苏联理论界所继承，影响及于中国，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书写，便自然将“为人生”与现实主义捆绑起来，从而将一种文学创作的
功利性目的与文学创作原则等同起来，“为人生”话语也被置于现实主义序列之中加以研究。
杜勃罗留波夫等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所说的人民，主要指农民。所谓的人民性，也可
以看作是农民性。所以人民性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着理论困局，一方面它归属于普泛的人
道主义思潮之下，同时在这一理论涵盖下又存在着以阶级区分的农民与贵族、以个类区隔的
农民这一“个”与人类这一“类”的差异。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强调人的尊严，反抗黑暗现实，同
情人民大众，表达革命的愿望，继承的思想传统还是文艺复兴和东正教福音人道主义思想。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坚持的这种人道主义，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观点来分析，属于资产阶级
的人道主义，由于其本身固有的历史局限性，自然无法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根源，更无
法指出革命的正确方向。接受了毛泽东新民主义革命理论的文学理论工作者，有针对性地选
择苏俄文论传统时，继承了人民性与现实性渗透的理论，并用阶级论取代了俄国革命民主主
义者的人道主义。
从以上列举的文学史著作中可以看出，将“为人生”视为集体主义、民族主义文艺观的形
塑过程，在茅盾、郑振铎、吴文祺、钱基博、李何林、王哲甫、周扬等三、四十年代有代表
性的批评史论中已明确呈现。即便当事人如沈雁冰声称并未标举这一口号，但也承认其著述
体现了这一倾向。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也视作“为人生”倾向的具体落实，而被加之于文
学研究会这一团体身上。另一方面，以周作人为代表强调“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另一
支“为人生”派，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加剧，逐渐由五四时期的主流而趋向边缘，慢慢隐而不彰。
“为人生”话语在其首创期，主张“人”的张扬，提倡人道主义，激浊扬清，反对封建的卫道观
与游戏的文艺观，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潮，而历经波折，当“为人民”的口号替代了“为人生”的
话语，“为人生”逐渐淡出，或仅在提倡现实主义这一层面，在构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当代
文论主流中起到了阶段性的历史作用。

三、想象西方/恋他：新文学家对“为人生”话语的理论探源

当我们将“为人生的艺术”作为一个实存的西方文学流派加以考察，尝试借助新文学家们
的论述对这一话语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做出清晰勾勒之时，却发现歧义叠出。与之相对的“为
艺术而艺术”这一话语，我们可以寻绎出背后唯美主义学派的影响，戈蒂耶、王尔德、桑克
杜勃罗留波夫：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 2 卷，辛未艾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84
页，第 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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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斯等人充满激情的论述。对于“为人生而艺术”，五四新文学家们似乎并没有寻找到一个秉
承这一口号的流派，各路新文学家们按照各自的理解定位西方文学中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思
潮，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路径，而对于坚持这一口号文学家的定位，也呈现出言人人殊的情况。
沈雁冰在《文学与人生》一文中表示，中国新文学家只是模糊地知道，“西洋研究文学
30

者有一句最普通的标语：是‘文学是人生的反映（Reflection）’” 。这大概是五四新文学家的
共识，但却是一个模糊性的共识，如果继续追问这句“标语”最早是由谁提出的，似乎却没有
31

共识。有学者曾注意到了这一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对于这一观念，鲁迅认为俄国 19 世纪后
期的文学，即“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的俄罗斯文学，就是“为人生”的，代表人物则有陀
32

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 。周作人最先联想到的文学家似乎是莫泊桑，他认为“为人生的
文学”就是“人的文学”，是“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例
33

如莫泊桑的《人生》之类。 沈雁冰认为“为人生的艺术”观似乎出自于托尔斯泰：“我自然不
34

赞成托尔斯泰所主张的极端的‘人生的艺术’[……]” 文学研究会的李开中则认为可以追溯到福
楼拜，他举例说伟大的文学家都注意考察人生，福楼拜训练莫泊桑观察车夫生活然后如实描
35

写的文坛轶事为大家所熟知。 樊仲云译介厨川白村的观点，认为 20 世纪当代法国的写实
36

主义是“人生派”，而罗曼·罗兰则是法国人生派最为显著的人物。

可以说“为人生”的文学观念，在源远流长的西方文学史上从来都不缺席，几乎各个时代
都能找到这种倾向性的表达。最早可以上述到古希腊时期诸如“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表述，文
艺复兴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人”的概念在十八世纪末期全面进入知识学科。在这
样一种“人”的谱系中，现代中国不同的新文学家根据自己阅读背景，对西方文学史的理解，
以及各自的命名企图，截取一段历史加以阐释，从而形成关于这个话语的不同定位。对于这
37

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只能说是体现了一种“态度的同一性”。 正如有论者指出，在西方这一
观念“只是一种传统文学观念的概括性表述，是一个本不存在的流派，中国各路背景的新学
家则将它们夸张地理解成，或者说成是想象性尖锐对立的两大流派”。虽然对于这一话语的
追寻言人人殊，但新文学家们似乎都预设了一个共同的前提，那便是“为人生”话语是西方文
学的主流精神，“借助这些命题和概念表述自己的文学倾向，并让自己的文学观念在西方文
学流派意义上寻找到归宿性的支撑。”五四新文学家们摧枯拉朽般地打碎了传统诗文评体系，
企图通过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重建一种新文论传统。但浸润于传统文化的这一代知识分
子，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沉淀却使得他们在文论话语的选择上倾向于更富于亲和力的“人生”

茅盾：
《文学与人生》
，
《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年，第 150
页。
31 朱寿桐：
《西方文学批评话语与中国现代文学》
，
《文学评论》2003 年第 6 期。
32 鲁迅：
《
〈竖琴〉前记》
，
《鲁迅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432 页。
33 周作人：
《人的文学》
，
《新青年》
，第 5 卷第 6 期。
34 沈雁冰：
《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
，
《文学周报》第 103 期，1923 年 12 月 24 日。
35 李开中：
《文学家的责任》
，
《文学旬刊》第 8 号，1921 年 7 月 20 日。
36 厨川白村：
《文艺思潮论》
，樊仲云译《文学》
，第 120 期，1924 年 5 月 5 日。
37 汪晖：
《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文学评论》1989 年第 3、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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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在这个意义上，“‘人生’可能是最早面对外国文艺理论批评的中国文人最愿意接受的命
38

题之一” 。这一话语是传统诗文评与西方批评术语碰撞的产物，正是在这样的碰撞中，“人
生”概念就这样植根于中国文学的理论批评之域，并确立了共识性批评话语的地位。
虽然五四新文学家们对于“为人生”文论话语的溯源呈现出言人人殊的情状，但对于这一
话语的西方想象却是勿庸置疑的。他们都预设了一个西方的源头，然后再建构了一个流传的
谱系，借以支撑他们各自话语的权威。萨义德“理论旅行”清晰地描述了一个理论从起点到被
39

容纳的过程。 独特的中国情境，使得这一“理论旅行”表现出更为复杂的具体性，使得我们
对于“为人生”文论话语这一“理论旅行”第一步，即起点或发韧环境的寻绎，就出现了困难。
在这个意义上，“为人生”文论话语，不是一个具体的可清晰勾勒出原生状态的理论，而是更
为明显地呈现为一种带有普遍倾向性的表达。
这种探源的困境和五四时期新文学家的西方想象有密切的关系。借助于布尔迪厄的象
征权力观念，史书美将这种西方想象视为一种象征权力，将“为人生”文论话语归源于西方，
在强势的西方的话语下自然获得合法性与权威性，而五四新文学家们借助于对西方知识解释
的权力，得以实现对大众的启蒙，对腐朽的传统儒家士绅批判。经过晚清，尤其是甲午战争
后的剧变，“西方”这一外来他者代替传统文化的自我引导，成为一个内在范畴，承担起精神
引导的作用，“‘西方知识’不再是外来范畴，而是与自身‘启蒙’相配合的内在范畴。作为一个内
在范畴，无论在认知领域内还是在情感领域中，‘西方’都享受到了更大的特权”。从全球化的
视角审视这种西方想象，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的特殊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化进程”。这种西
40

方主义，史书美称之为他恋（loving the other）， 是与自恋相对一个概念，如果将自恋说
成是恋我，他恋（loving the other）也可以译作恋他。很多学者认同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知
识分子将西方主义话语看作是中国权力话语的合法性根基，通过这种权力策略，“将自己的
41

‘文化批评’合法化为必要的政治干预和拯救民族国家的必要方式” 。这种西方主义是“一种即
便自身已被西方他者所利用和结构，但仍通过构建西方他者来使得东方得以发挥其自身的创
42

造力以积极参与进自我转换（self—appropriation）过程的话语实践” 。五四新文学家是否被
西方他者所利用还有待考量，但通过对传统的整体否定以构建西方他者却是不争的事实，这
一定义尤为重要的是强调了新文学家积极参与进这一自我转换，而这一点，非常有助于解释
为何形成“为人生”文论话语的共识。新文学家们通过虚构的西方想象这一权威，使得“为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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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论话语取得合法性和权威性，再通过对这一文论话语解释权力，企图实现对群众的启蒙，
对儒家士绅的批判，进而达到政治干预和拯救国家民族。从文论话语的内在理路来讲，通过
将这一外在范畴视为一种内在范畴，代替了传统的诗文评，进而参与进自我转换过程之中。
借助知识考古学的视角，将“为人生的艺术”这一陈述看作一种话语，通过对这一话语形
塑的历史考察，在一个侧面能够剖析这一话语背后的西方想象、观念生产与知识构建。“为
人生的艺术”这一话语是转型时代的文艺家在古今、中西的冲突中遭遇价值困窘、认同危机
时创造的新术语，既包含着新文学家将西方想象权威化并自命为合法阐释者的权力策略，又
渗透着挥之不去的引类譬喻的传统思维模式，表达了转型时代迫切的术语期待。

